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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602号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本次A股可转债项目发行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A股可

转债项目发行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

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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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鉴证报告  第 2 页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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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

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姚辉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国峰 

 

 

 

 

中国·上海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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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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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249 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

价格为每股 40.5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420,300,000.00 元，已由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徐家汇支行账号为 121908597910801 的人民币账户。扣除承销费和保荐

费及其他发行费 124,748,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5,552,000.00 元。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

计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0）第 10496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的精神，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将发行权

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等已在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中列支的所

涉资金 9,002,500.00 元补交入募集资金专户。最终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304,554,500.00 元。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5 年 4 月 15 日，本公司与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拟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等法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藏同信证券股份公司”于 2016 年变更为“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东方财富证券”）100%股权，相关资产在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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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评估确认的价值为人民币 4,404,630,000.00 元。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本公司 2015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5]2810

号《关于核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2015 年 12 月 8 日，东方财富证券股东变更为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财

富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同时，本公司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

区投资有限公司等法人发行 154,385,908.00 股股份，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8.53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5699 号验资报告验资确认。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154,385,908.00 股仅涉及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东方

财富证券股权，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

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2）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10 号)核

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建

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法人及自然人章建平发

行普通股（A 股）共计 205,338,806 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 19.4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40.88 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4,000,000.0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975,999,940.88 元，已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存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支行开立的

账号为 03329600040047648 的人民币账户内。以上配套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4639 号验资报告验资确认。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06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46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4,650,000,000.00元(其中原股东获配金额人民币2,123,257,800.00元，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缴款认购金额人民币2,252,904,900.00元，主承销

商包销273,837,3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28,555,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

4,621,445,000.00元。已由中金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存入公司在招商银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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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121908597910906的人民币账户内。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立信会计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6544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5 年 6 月 11 日修订)。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徐家汇支行 

121908597910801 

2010年 4 月10日 59,555.20 0.00 

账户已注销 

2011年 4 月1 日 900.25 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徐汇支行 

70030122000208658 2010年 4 月10日 40,000.00 0.00 账户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汇支行 

98300158000002315 2010年 4 月10日 20,000.00 0.00 账户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南外滩支行 

216150100100049633 2010年 4 月10日 10,000.00 0.00 账户已注销 

合计   130,455.45 0.00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03329600040047648 2016 年 5 月 3 日  397,599.99 0.00 账户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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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注）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121908597910906 2017 年 12 月 26 日 462,144.50 0.00 账户已注销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1：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配套募集资金 

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2：前次募集资金-配套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3：前次募集资金-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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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2）配套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

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2019年 6月30日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1,698.00 万元置

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金额为 1,698.0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支出项目明细 

设备支出 软件支出 待摊支出 研发支出 合计 

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 304.04  290.72 340.96 935.72 

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 73.31  147.27 230.75 451.33 

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

项目 
97.45 64.40 70.35 78.75 310.95 

合计 474.80 64.40 508.34 650.46 1698.00 

立信会计事务所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验，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0）第 11856 号《关于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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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套募集资金 

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为确保公司金融服务大平台建设，公司决定终止研发基地和金融信

息服务中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同时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20,000.00 万元置换已

投入上海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的超募资金。 

2014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研发基地和金融信息服务中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自有资金置换

已投入超募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研发基地和金融信息服务中心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并使用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超募资金。 

2014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研发基地和金融信息服务中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自有资金置换

已投入超募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研发基地和金融信息服务中心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并使用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超募资金。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13 日，公司分别将自有资金 200,000,000.00

元、5,680,543.49 元转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其中，200,000,000.00 元用于置换已投入上海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的超募资

金，5,680,543.49 元用于置换原项目结余资金利息。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无终止募投项目的情形。 

 

（2）配套募集资金 

配套募集资金无终止募投项目的情形。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无终止募投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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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六)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1 年 1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9,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根据招股说明书的约定以及公司经营情况，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

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012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9,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根据招股说明书的约定以及公司经营情况，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

元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4。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 

“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建成后将为公司现有服务及其他两个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和“基于手机端的财经

信息服务系统项目”提供全面平台支持。本项目不单独核算投资效益。 

 

（2）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项目 

“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项目”建成后主要与公司现有服务及其他

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和“大型网络在

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相结合，实现协同效应，由于不单独进行手机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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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投资效益。 

 

（3）东方财富金融数据机构服务平台系统项目 

受技术进步和智能终端快速发展的推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和用户需求也不

断持续快速变化，为适应互联网行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东方财富金融数据

机构服务平台系统项目，作为子平台，已成为公司一站式金融服务大平台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海量用户提供金融数据等服务，单独孤立计算单个平台的

效益，已无法完整体现其整体效益，本项目不单独核算投资效益。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前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购买东方财富证券 100%股权的股份对价部分，募集资

金的使用无法与具体项目挂钩，因此无法单独核算募集资金实现的效益。 

 

（2）配套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东方财富证券营运资金，无法单独核算募集资金

实现的效益。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东方财富证券营运资金，无法单

独核算募集资金实现的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上的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详见本报告附

表 4。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2015 年 12 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东方财富证券 100%股权、2016 年 5 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增加东方财富证券资本金、2017 年 12 月公

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东方财富证券营运资金，标的资产东方财

富证券的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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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的资产权属变更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5]2810 号《关于核准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08,070,136

股股份、向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46,315,772 股股份（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28.53 元）以购买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5 年 12 月 8 日，东方财富证券在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

更，并取得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至此，东方财富证券股权过户

手续办理完毕。 

 

2、 标的资产账面变化情况 

东方财富证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77,297.57 3,098,530.17 2,964,249.74 4,151,820.59 

负债总额 1,188,424.34 2,431,083.86 2,262,856.82 2,844,041.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88,348.21 667,446.31 701,392.92 1,307,779.08 

 

3、 标的资产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增加了东方财富证券资

本金，东方财富证券净资产、净资本均获得了增加，经营稳定，未发生重大

变化。 

东方财富证券净资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净资本 556,412.29 721,574.88 714,014.14 1,321,8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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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的资产效益贡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3,479.39  62,644,53 67,007.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2,831.25 62,525.74 66,631.92 

 

5、 盈利预测以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交易方案以及交易双方达成的协议，股权出让方未对标的资产的业绩作

出承诺。因此，不存在盈利预测以及承诺事项。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

关内容一致。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1：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2：前次募集资金-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3：前次募集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3日 



 

附表  第 1 页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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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55.4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注 4）：149,891.6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46,214.8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35.43% 

     2019 年 1-6 月： 5,496.66 

     2018 年： 20,000.00 

     2017 年： 42,460.00 

     2016 年： 0.00 

     2015 年： 24,000.00 

     2014 年：（注 1） -20,000.00 

     2013 年： 7,779.67 

     2012 年： 20,459.34 

     2011 年： 45,066.15 

     2010 年： 4,629.8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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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 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 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 11,739.56 11,739.56 11,726.90 11,739.56 11,739.56 11,726.90 12.66 2012 年 11 月 

2 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 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 13,676.79 13,676.79 13,639.71 13,676.79 13,676.79 13,639.71 37.08 2012 年 11 月 

3 
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项

目 

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项

目 
4,571.89 4,571.89 4,568.42 4,571.89 4,571.89 4,568.42 3.47 2012 年 11 月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9,988.24 29,988.24 29,935.03 29,988.24 29,988.24 29,9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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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1 建设研发基地与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建设研发基地与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0.00 46,214.82 0.00 0.00 46,214.82 0.00 46,214.82 已终止 

2 
东方财富金融数据机构服务平台系

统项目 

东方财富金融数据机构服务平台系

统项目 
0.00 5,000.00 5,000.00 0.00 5,000.00 5,000.00 0.00 2014 年 6 月 

3 
增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增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0.00 5,000.00 5,000.00 0.00 5,000.00 5,000.00 0.00 100.00% 

4 
增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增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100.00% 

5 
增资子公司上海东方财富证券研究

所有限公司 

增资子公司上海东方财富证券研究

所有限公司 
0.00 4,000.00 4,000.00 0.00 4,000.00 4,000.00 0.00 100.00% 

6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100.00% 

7 
设立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设立上海徐汇东方财富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100.00% 

8 
增资子公司扬州东方财富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增资子公司扬州东方财富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0.00 4,900.00 4,900.00 0.00 4,900.00 4,900.00 0.00 100.00% 

9 
参与发起设立中证信用云科技（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发起设立中证信用云科技（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 
0.00 3,500.00 3,500.00 0.00 3,500.00 3,500.00 0.00 100.00% 

10 
增资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注 2） 

增资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00 14,060.00 14,060.00 0.00 14,060.00 14,060.00 0.00 100.00% 

11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0.00 0.00 18,000.00 0.00 0.00 18,000.00    

12 
增资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注 3） 

增资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00 5,496.66 5,496.66 0.00 5,496.66 5,496.66 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0.00 148,171.48 119,956.66 0.00 148,171.48 119,956.66    

 合计  29,988.24 178,159.72 149,891.69 29,988.24 178,159.72 149,8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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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详见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1 

注 2：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与部分募集资金利息对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拟使用自有资金 45,940.00 万元及部分募集资金利息 14,060.00 万元对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 60,000.00 万元，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 460,000.00 万元增至 520,000.00 万元。2017 年 6 月 28 日，公司完成了对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 

注 3：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与剩余募集资金对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3006，简称：“东财转债”，以下简称“可转债”或“东财转债”）已有 46,193,693 张转为公司股票，剩余

未转股可转债已全部赎回，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可转债转股后，本次可转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按照相关监

管要求用于补充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的资本金。公司拟对东方财富证券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 54.00 亿元，其中包

括前述可转债募集资金 45.91 亿元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剩余募集资金 0.55 亿元（包含募集资金及相关收益），不足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补足。上述增

资总额中，12.00 亿元作为注册资本，42.00 亿元作为资本公积。东方财富证券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 54.00 亿元增至 66.00 亿元。 

注 4：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大于募集资金总额 19,436.24 万元，是公司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利息对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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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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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463.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40,463.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 年： 440,463.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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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购买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股份

对价部分 

支付购买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股份

对价部分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0.00 2015 年 12 月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440,46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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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前次募集资金-配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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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599.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97,599.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 397,599.9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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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本金 

增加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本金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0.00 2016 年 5 月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397,599.9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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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前次募集资金-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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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144.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62,144.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62,144.50 

     2017 年： 400,00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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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营运资金 

补充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营运资金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0.00 2018 年 1 月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462,144.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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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2019 年 1-6 月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1 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 不适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注 

3 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 

支付购买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股份对价部分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增加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 补充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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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招股说明书披露：“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实施当年产生收入，预计 5 年内年均营业收入为 13,550.00 万

元，项目所产生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不含折旧）分别按营业收入的 25%和 3%计提，预计 5 年内税后年均净利润为 4,255.14 万元。“在线金融数据

服务系统升级项目”自 2011 年 1 月 1 日开始单独核算项目效益，2011 年度至 2015 年度项目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61,611.19 万元，年均营业收入为 12,322.24

万元；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提比例计算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2011 年度至 2015 年度累计实现税后净利润 13,544.82 万元，税后年均净利润 2,708.96

万元。“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升级项目”2016 年度起不再单独核算项目效益。在线金融数据服务系统，作为公司互联网金融服务大平台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海量用户提供在线金融数据等服务，该项目拓展了公司大平台的服务范围和内容，提升了大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体验和

黏性，促进了公司大平台整体效益的实现，整体上达到了预期效益目标。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大型网络在线平台系统升级项目
	（2）基于手机端的财经信息服务系统项目
	（3）东方财富金融数据机构服务平台系统项目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1、 标的资产权属变更
	2、 标的资产账面变化情况
	3、 标的资产生产经营情况
	4、  标的资产效益贡献
	5、 盈利预测以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