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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本报告所指前次募集资金包括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2015 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资金

（以下简称“首发募集资金”）、2017 年 11 月采用非公开发售方式向特定投

资者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资金（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

金”）及 2019 年 3 月采用公开发售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资金（以下简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首发募集资金”、“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合称为“前次募集资

金”）。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首发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字

[2015]548 号文《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700 万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4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9,47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9,442,31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0,027,690 元。上述资金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

358号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7]1459 号文《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采用非公开发售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7,945,266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4.5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799,999,95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263,34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789,736,614 元。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到位，业经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中喜验字[2017]0201 号验资报告。 

3、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8]2189 号文《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采用公开发售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 327

万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7,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732,000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5,268,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到位，

业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 CAC 证验字

[2019]0037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首发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实际使用首发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10,027,690 元（不含利息），首发募集资金已全额使用完毕，对应募集资

金存放专项账户已不再使用，销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共计

人民币 789,736,614 元（不含利息），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全额使用完

毕，对应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已无余额，销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3、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总额人民币

263,103,954 元，尚未使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2,164,046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57,106,331 元，与尚未使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的差额为人民币

4,942,285 元，为本公司其他账户代垫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费用人民币

4,232,000元及本公司收到的存款利息人民币 710,285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使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

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支行 731902351810609 活期 4,261.6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生物医药

支行 
66180078801600000270 活期 1,445.9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368100100101017039 活期 3.00 

合计 5,710.63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说明 

（一）首发募集资金 

根据本公司 2015 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招股说明书，计划对 6

个具体项目使用首发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1,010,385,2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所涉及使用首发募集资金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1,010,027,690 元。其中，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时承诺的募集资金用

途一致的款项金额为人民币 892,678,365 元，变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7,349,325元。 

于 2017 年度，新店建设项目、老店改造项目、医药连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和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二期）四个项目已全部完成。新店建



 

 

设项目、老店改造项目、医药连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长沙物流配送中心

建设工程项目（二期）的实际投资总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的差异分别为：

人民币 7,086.61 万元、人民币 1,384.30 万元、人民币 2,003.92 万元、人民币

1,260.10 万元，主要系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募投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在

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强化费用管控，节约和合理的使用募集资

金，较好的控制了成本。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益。 

本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下简称“议案”），同意使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1,868.68 万元（含利

息人民币 134.57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同意授权本公司资金管理部胡关顶办理募集资金

专户结转注销事宜。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披露的《老百姓大药房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8）。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议

案。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变更前后的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额 
变更后计划投

资额 
差额 

变更金额占所募集资

金净额的比例 

新店建设项目 14,961.47 7,874.86 (7,086.61) (7.02%) 

老店改造项目 7,518.32 6,134.02 (1,384.30) (1.37%) 

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

程项目（二期） 
7,459.23 6,199.13 (1,260.10) (1.25%) 

医药连锁信息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6,097.00 4,093.08 (2,003.92) (1.98%) 

补充流动资金 44,964.25 56,699.18 11,734.93 11.62% 

合计 81,000.27 81,000.27 - 0%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项目变更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

或置换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一）首发募集资金 

2015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

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1,942.72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关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5）第 1427

号）。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19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8,335.9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

特审字（2019）第 3029号）。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年实现效益的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首发募集资金 

2015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

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新店建设、老店改造、

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二期）、医药连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等

4 个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上述资金已经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全额归还至专项资金账户。 

2015 年 11 月 18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6 个月，上述资金已经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全额归还至专项资金账

户。 

2016 年 5 月 27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

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12,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6 个月。截至 2016 年 11 月 9 日止，上述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专项资金

账户。 

2016 年 11 月 14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到期归还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截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止，上述资金

已经全额归还至专项资金账户。 

2017 年 4 月 27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

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前次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在规定期限内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后起至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500 万元补充流动

资金，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到期。

截至 2017 年 11月 6日止，上述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专项资金账户。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存在闲置募

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19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

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 27,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 6 个

月。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7,8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到期。2019 年 9 月 2 日本

公司已提前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 5,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截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止，公司剩余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 22,800 万元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 2015 年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

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月 22日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一）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1,002.7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1,002.7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11,734.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734.93  2017 年： 1,371.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  2016 年： 644.71 

   2015 年： 87,252.1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及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截至期末承诺投

资金额的差额 

1 新店建设项目 14,961.47 7,874.86 7,874.86 14,961.47 7,874.86 7,874.86 - 100% 

2 老店改造项目 7,518.32 6,134.02 6,134.02 7,518.32 6,134.02 6,134.02 - 100% 

3 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二

期） 
7,459.23 6,199.13 6,199.13 7,459.23 6,199.13 6,199.13 - 100% 

4 医药连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6,097.00 4,093.08 4,093.08 6,097.00 4,093.08 4,093.08 - 100% 

5 安徽百姓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0.01%

股权收购项目 
20,002.50 20,002.50 20,002.50 20,002.50 20,002.50 20,002.50 - 100% 

6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56,699.18 56,699.18 45,000.00 56,699.18 56,699.18 - 不适用 

 合计 101,038.52 101,002.77 101,002.77 101,038.52 101,002.77 101,002.77 -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前后投资项目无变化，截至期末承诺投资金额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较 A股 IPO招股说明书中预计的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人民币 1,010,385,200元少人民币 357,510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973.6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8,973.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3,211.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2017 年： 75,761.6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及实际

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78,973.66 78,973.66 78,973.66 78,973.66 78,973.66 78,973.66 - 不适用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526.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310.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9 年： 26,310.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及实际

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老百姓医药健康产业

园建设项目 
26,000.00 25,067.18 24,150.86 26,000.00 25,067.18 24,150.86 (916.32) 96% 

2 
老百姓大健康智慧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6,700.00 6,459.62 2,159.54 6,700.00 6,459.62 2,159.54 (4,300.08) 33% 

 合计 32,700.00  31,526.80  26,310.40  32,700.00  31,526.80  26,310.40  (5,216.40)  

 



 

 

附件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配送规

模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配送规模 

（注释 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累计实现效益/配送规模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配送规模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7 2018 2019 

1 新店建设项目 不适用 2,399 2,455  3,017 4,208 15,011 注释（2） 

2 老店改造项目 不适用 2,352 3,655  3,448 2,805 21,973 注释（3） 

3 
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

程项目（二期）项目 
不适用 

注释（4）

（b） 
112.13% 124.62% 83.95% 注释（4） 注释（4） 

4 
医药连锁信息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释（5） 

5 

安徽百姓缘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80.01%股权收购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3,123  2,878 3,697 20,445 注释（6） 

6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新店建设项目与老店改造项目的承诺效益均以税前利润列示。 

 



注释（1） 

实际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和方法一致。 

注释（2） 

根据 A 股 IPO 招股说明书所述，新店建设项目在完成后的正常年均承诺利

润总额为人民币 2,399 万元。本项目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均已

达到预计效益。 

注释（3） 

根据 A 股 IPO 招股说明书所述，老店改造项目在完成后的正常年利润总额

为人民币 2,352 万元。本项目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均已达到预

计效益。 

注释（4） 

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二期）项目自投入以来配送规模与 A 股

IPO招股说明书承诺比较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吞吐量

（1） 

（注释 a） 

设计能力吞

吐量（2） 

（注释 a） 

达到设计能力

的比例 

（3）=（1）/

（2） 

预计配送

规模 

（注释

b） 

是否实现配

送规模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26 日止期间 
419,732 500,000 83.95% 100% 

注释（4）

（b） 

2018 年度 623,100 500,000 124.62% 92% 是 

2017 年度 560,647 500,000 112.13% 80% 是 

注释 a 

设计能力吞吐量为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成工程项目（二期）项目投入使用

后，预计的整体满负荷进货量及出库量之和；实际吞吐量为长沙物流配送中心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年度实际发生的进货量及出库量之和。2019 年 8 月

27 日起，因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集团将物流配送中心搬迁至老百姓医药健康

产业园，原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二期）项目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租给第三方使用，以最大化集团利益。 

注释 b 

根据 A 股 IPO 招股说明书披露，长沙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二期）

项目投入使用后预计配送规模达到设计能力的 28.50%，第 3 年达到 60%，第 4

年达到 80%，第 5 年达到 92%，第 6 年达到设计配送能力，之后配送规模保持稳



 

 

定。2017 年的承诺效益/配送规模为 80%，2017 年度的实际效益/配送规模为

112.13%，本项目在 2017 年度已达到预计效益；2018 年的承诺效益/配送规模

为 92%，2018 年度的实际效益/配送规模为 124.62%，本项目在 2018 年度已达

到预计效益。因物流配送中心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搬迁至老百姓医药健康产业

园，长沙物流配送中心随即停止使用，本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未将

2019年度实际效益/配送规模与承诺效益/配送规模作出对比。 

注释（5） 

本项目强化了本公司的精细化管理，为企业节约成本支出。因项目并不直

接产生经济效益，A 股 IPO 招股说明书未披露承诺效益，因此本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未核算其项目收益。 

注释（6） 

本公司核算安徽百姓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0.01%股权收购项目时，根据

安徽百姓缘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对应年度的财务报表的税前利润进行核算。因

招股说明书中未披露承诺效益，本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未将实际效益

与承诺效益作出对比。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2018 2019 

1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2018 2019 

1 
老百姓医药健康产业

园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释（1） 

2 
老百姓大健康智慧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释（2） 

注释（1） 

本项目提升物流配送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的运作效率，以保持公司在行业中地位。因项目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未披露承诺效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未核算其项目收益。 

注释（2） 

本项目提升数据化管理与服务能力，以便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因项目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未披露承诺效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未核算其项目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