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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9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影”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上海电影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4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上海

电影于 2016 年 8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350 万股，每股发行价

格为 10.1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276.5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0,738.78 万元。上述款项已全部到账，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出具了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1049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

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436471423041、

446871425684），并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会同保荐机构与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目前，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

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电影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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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6471423041 活期 1,237.94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6871425684 活期 1.3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3051134 活期 23.09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1673200934 活期 311.63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5173199104 活期 361.67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3121557 活期 352.18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7773768778 活期 168.31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9073883600 活期 414.5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7773887593 活期 29.8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36474116809 活期 260.73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1674470229 活期 217.15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6874650945 活期 788.87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2075679537 活期 23.14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4275537389 活期 77.7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4675566458 活期 432.95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2075571952 活期 145.48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8175511683 活期 376.5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3375395843 活期 632.55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9474955713 活期 654.2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0374839706 活期 401.86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45578372108 活期 1,399.99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0778557898 活期 -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桥支行 455978423725 活期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55,318.23 万元，

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 2,891.18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38,311.72 万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为 30,000.00 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8,311.72万元（含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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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41,228.27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3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11,228.27  

减：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542.8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626.3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38,311.72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3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8,311.7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一）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是否

变更 

拟使用募

集资金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是否符合

计划 

项目进

度 

1 影院新建及升级改造 

（1） 新建影院项目 是 68,185.00 35,110.44 是 51% 

（2） 自有影院升级改造项目 是 6,280.00 3,934.01 是 63% 

2 信息系统与网络平台建设 

（1） 自主组建 NOC 影院管理系统项目 否 4,280.00 4,280.00 是 100% 

（2） 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 否 2,084.00 2,084.00 是 100% 

3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 否 10,000.00 9,909.78 是
注

 98% 

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未达到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按照上述项目顺序依次投入后，

余额 9,909.78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并按计划达到预期收益，公司于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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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6)第 1874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20,362.07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20,362.07 万元置换了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公

司已将 20,362.07 万元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且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中金公司已

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以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之专项核查意见》。 

2019 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和置换情况。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2018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决议有效期内本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定期存

款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2019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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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国有银行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在决议有效期内本公司可根据国有银行产品

或定期存款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余额为 30,000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33.06%，在公司批准的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额度范围内，具体投资产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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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万元） 起止时间 期限（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

到期 

实际年化

收益率 

收益 

（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七

天通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10,000 2018.09.29-2019.9.23 359 1.9575% 是 1.9575% 195.21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七

天通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5,000 2018.09.29-2019.9.23 359 1.9575% 是 1.9575% 97.60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七

天通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5,000 2018.09.29-2019.9.23 359 1.9575% 是 1.9575% 97.60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行：定期存

款 
定期存款 10,000 2018.9.29-2019.6.29 273 2.1750% 是 2.1750% 163.29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行：七天通

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10,000 2019.7.10-2019.9.23 75 1.9575% 是 1.9575% 40.78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静安支行：大

额存单 

对公大额 

存单 
10,000 2019.9.29-2020.3.29 182 1.9760% 否 1.9760% 不适用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行：七天通

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5,000 2019.9.29起 不适用 1.9575% 否 1.9575% 不适用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行：七天通

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5,000 2019.9.29起 不适用 1.9575% 否 1.9575% 不适用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行：七天通

知定期存款 

对公通知 

存款 
10,000 2019.9.29起 不适用 1.9575% 否 1.957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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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变更“影院新建及升级改造”项目

中的“自有影院升级改造项目”：取消原 24 个影厅升级改造项目中的 16 个影

厅的改造计划，增加其他 5 个影厅，共计对 13 个影厅进行升级改造，同时根据

现有市场设备水平调整其他部分影厅投资项目内容，投资总金额 3,812 万元人民

币；同时拟对 6 家开业时间久但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自有影院进行整体翻新改造，

影院翻新改造项目投资总额 4,276 万元人民币。变更后的“自有影院升级改造项

目”估算总投资额为 8,088 万元，其中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6,280 万元。对

于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补足。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中金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之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对“影院新建及升级改造”项目

中的“新建影院项目”进行调整：取消原该募投项目中地产开发商资质较差、延

期交付租赁物业和竞争风险较大的待建项目 11 个，原预算总额为人民币 23,958

万元；新增公司已签约、前景更好、投资回报率较高的 12 个影院建设项目，投

资预算总额为人民币 28,36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958 万元。调整后

项目投资总额超出募集资金投入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

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中金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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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专项核查意

见》。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两家影院公司股权的议案》，拟转让“影院新建及升级改造”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自有影院升级改造项目”之一的辽宁新玛特永乐电影城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新玛特影院”)100%股权。辽宁新玛特影院项目原定拟投入

募集资金人民币 160 万元。截至股权转让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该募集资金已

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中金公司已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专项核查意

见》。 

五、会计师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编号为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0)第 1708 号

的《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认为“上述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

引-第十六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5 年修订)

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上海电影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海电影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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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上海电影 2019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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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度  

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7,387,8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428,423 

本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3,182,3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03,98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5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附注 1 

调整后投资

总额 

附注 1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附注 2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附注 2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附注 2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新建影院项

目 
是 681,850,000 681,850,000 681,850,000 25,972,381 351,104,388 (330,745,612) 51% 未达到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自有影院改

造升级项目 
是 62,800,000 62,800,000 62,800,000 8,435,017 39,340,136 (23,459,864) 63% 未达到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电子商务平

台“上影网”

建设项目 

不适用 20,840,000 20,840,000 20,840,000 - 20,840,000 -    100% 2016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自主组建

NOC 影院

管理系统项

目 

不适用 42,800,000 42,800,000 42,800,000 1,021,025 42,800,000 - 100% 2019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不适用 100,000,000 99,097,800 99,097,800 - 99,097,800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908,290,000 907,387,800 907,387,800 35,428,423 553,182,324 (354,205,47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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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8,290,000 元。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到位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未达到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本公司已按照

上述项目顺序依次投入，且调整后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907,387,800 元，不足部分由本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附注 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新建影院项目所涉及 33 家影城中已开业影城共计 23 家，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351,104,388 元。因该项目尚未总体完工，尚未

能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评价其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自有影院改造升级项目所涉及 13 个影厅改造和 6 个影城翻新改造中共有 8 个影厅改造和 3 个影城翻新改造项目完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共计人民币 39,340,136 元。因该项目尚未总体完工，尚未能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评价其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已对外转让。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实际投资主体为本公司之原全资子公司天下票仓(上海)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下票仓”)。为使得天下票仓引入多元化战略资本，加快转型升级为基于提升用户服务和用户体验，具备整合线上票务、线下影院和其他“场景娱乐”

入口能力，对接电影内容与商业品牌的整合营销需求的 O2O 垂直服务平台，本公司于 2018 年将天下票仓 51%的股权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

让后，与上海晨韵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转让本公司所拥有的天下票仓 51%股权，并于当年丧失天下票仓的控制权。截至丧失控制权日，本公司已按

照投资项目承诺对电子商务平台“上影网”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0,840,000 元。同时，该项目总体尚处于财务评价计算期的运营期，未能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意向书》所披露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评价其已实现的效益。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国有银行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根据上

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该部分募集资金购买了定期存款。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1 亿元存放于民生银行对公存款账户，人民

币 2 亿元存放于平安银行对公存款账户，剩余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上述资金将继续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其他用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年度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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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自主组建 NOC 影院管理系统项目尚在进行中。该项目不单独核算投资效益，建成后将为公司自有影院及加盟影院服务，通过提高影院管理效

率、降低放映设备维修人员成本、减少放映事故、集中采购耗材等方式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