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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

议和监事会九届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

市场发展形势，同意终止“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

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三个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基本情况 

2016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八届十八次会议及监事会八届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及其他相关议案，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持有的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大

酒店 100%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岭南集团持有广州广之旅国际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股份及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广州流花

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自然人持有广之旅股份，合计占广之旅总股份的

90.45%，同时向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35,379,061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

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岭南国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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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9 号）核准，公司向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本次股份发

行价格为 11.08 元 /股， 共发行股份  135,379,061 股，募 集资金总 额为

1,499,999,995.88 元。2017 年 4 月 1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进行审

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31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4

月 1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499,999,995.8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

用人民币 33,619,721.63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66,380,274.25 元。本

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元） 

1 向岭南集团支付重组交易现金对价 499,000,000.00 

2 “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384,100,274.25 

3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304,540,000.00 

4 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78,740,000.00 

合计 1,466,380,274.25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在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体育东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酒店支行、广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设立了三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见 2017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之旅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广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各设立了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之旅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易

起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设立了一个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详见 2017 年 1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情况 

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九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

规划和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易起

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及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调整，将上述三个募

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19 年 5 月 21 日调整到 2020 年 5 月

21 日，项目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

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2018-033 号）。调整



 

后的实施进度如下：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019 年 05 月 21 日 2020 年 5月 21日 

2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019 年 05 月 21 日 2020 年 5月 21日 

3 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019 年 05 月 21 日 2020 年 5月 21日 

（三）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公司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于 2019 年 12

月 2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

532,313,426.48 元，其中，公司已于 2017 年 4月 13 日向岭南集团全额支付重组交

易现金对价 499,000,000.00 元，“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累计使用

22,814,721.11 元，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累计使用

10,498,705.37 元，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累计使用 0.00 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934,066,847.77 元，加上累计取得的存储利息及理财

收益扣除手续费为 88,077,416.42 元，共计余额为 1,022,144,264.19 元。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526,175,985.82 元，募集资金使用及账

户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66,380,274.25 

减：现金对价 499,000,000.00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33,313,426.48 

截至 11 月 30 日未到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500,000,000.00 

加：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10,834,009.91 

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4,031,721.63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77,243,406.51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526,175,985.82 

 



 

三、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募投项目原计划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40,022 万元，拟投

入募集资金 384,100,274.25 元。本项目拟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打通供应商及分销

商、平台、消费者的信息链条，在丰富线上产品的同时，为个体消费者和团体客户

提供全方位旅游信息感知、一站式旅游体验、旅游度假预订、资讯及专业知识服务，

实现旅游产品服务的网络化、平台化、移动化，打造旅游行业领先的线上线下协同

发展的 O2O 模式,具体投资计划及预计效益等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项目于

2016 年 9 月经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具体由广之旅全资子公司广州易起行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2、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二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因负责实施

“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广之旅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易起行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已具备自行开发建设“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的架构基础和

研发力量，同意将“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 IT 服务

商外包的开发模式变更为自主开发建设的模式，项目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2018-052 号）。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3、募投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为 22,814,721.11 元（其中设备费用 5,184,070.90 元、软件费用 2,911,779.42

元、开发费用 14,718,870.79 元），投资进度为 5.94%。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为



 

361,285,553.14 元，占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94.06%。此外，累计取得的

存储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为 35,536,210.61 元。 

截至 2019 年 11月 30 日，“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购置易起行平台在模块建设、产品上线、底层支持方面所需的设备及软件，用

于支撑易起行云化、B2C 升级、臻逸（高端旅游）项目、E-travel 核心营运平台升

级、客户关系管理与客户洞察等子功能模块开发及升级的建设，完善了易起行平台

作为广之旅线上销售渠道的功能。上述设备及软件在募投项目终止实施后，将继续

用于支持易起行线上平台的运营。 

（二）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1、募投项目原计划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30,454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304,540,000.00 元。本项目计划在上海、南京、杭州、西

安、沈阳、武汉、厦门、海口、重庆、乌鲁木齐等地新建区域运营及垂直化服务平

台。同时，对北京、长沙、昆明、成都等现有的 4个区域中心进行扩大优化。通过

建设全国区域运营中心及区域内垂直化服务网络，有利于广之旅打造“平台多产品、

产品多平台”，并实现多个产品中心、多市场组团、多口岸出发、多个签证中心的

实体服务网络,具体投资计划及预计效益等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月 23 日披露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项目于 2016 年

9 月经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具体由广之旅全资子公司北京广之旅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为 10,498,705.37 元（其中租金费用 1,555,946.90 元、装修费用

238,643.00 元、人员费用 7,012,219.77 元、推广费用 678,744.85 元，其他费用

1,013,150.85 元），投资进度为 3.45%。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为 294,041,294.63 元，

占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96.55%。此外，累计取得的存储利息及理财收益扣

除手续费为 26,664,845.01 元。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已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在上海、西安、武汉、厦门、海口、南宁、深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在募投项目终止实施后，上述分支机构将继续支持广之旅的全国战略布局及多产品

中心、多市场组团、多口岸出发、多签证中心的实体服务网络。 

（三）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1、募投项目原计划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27,874 万元，拟投

入募集资金 278,740,000.00 元。本项目拟在新加坡、泰国、洛杉矶、巴黎、悉尼

等地建设目的地生活平台休闲度假的接待服务机构。通过建设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

平台，加大对目的地区域当地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产业链上游的交通、酒店运营、

景点和游览项目运营等各类资源进行掌控和布局，给游客提供更多有特色的接待服

务和目的地生活服务，聚焦打造目的地生活服务平台、海外投资置业服务平台、海

外教育服务平台,具体投资计划及预计效益等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项目于

2016 年 9 月经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具体由广之旅全资子公司北京广之旅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为 0.00 元，投资进度为 0.00%。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为 278,740,000.00 元，占

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100%。此外，累计取得的存储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

续费为 25,876,360.80 元。 

四、终止实施相关募投项目的原因 

（一）“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首次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时，在线旅游市场处于互联网平台爆发式增长阶段。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行业以及旅游行业的增速放缓，中国在线旅游市场的发展也随之减速，

进入中速增长期，且市场份额持续向主要在线厂商聚集，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市场格局基本稳定。此外，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的衰退，也导致线上获客成本的逐

年激增。因此，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所涉

及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基于上述市场环境变化，综合考虑对公司整体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谨慎



 

使用募集资金对项目进行投入。虽然公司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研发力量，适时变更实

施方式为自主开发建设方式，在有效控制开发投入的同时，推动“易起行”泛旅游

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主要功能模块的开发、上线和迭代，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升级完

善易起行平台作为广之旅线上销售渠道的功能，取得了一定的项目实施效果。但是，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如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原计划继续进行建设投入实

施，预计将无法达到原投资计划预测的经济效益，投资风险也将较大幅度增加。 

综上所述，依据当前市场形势和行业格局变化，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施“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二）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首次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时，我国旅游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

据，从 2000 年-2015 年，旅游行业总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5.65%。近年来，随

着国际国内经济不断承压，国内旅游投资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增长放缓，旅游业增

长下行压力凸显。因此，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

网络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基于上述市场环境变化，综合考虑对公司整体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谨慎

使用募集资金对项目进行投入。公司按原计划在上海、西安、武汉、厦门、海口、

南宁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暂未大规模实施新设门店的建设投入。同时，公司积

极调整异地扩张的策略，使用自有资金于 2018 年度并购了武汉飞途假期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于 2019 年度并购了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通过并购运营成

熟并具有成长性标的的方式促进了全国布局及规模增长，并有效规避在宏观经济承

压的情况下异地新设门店带来的投资风险，结合新设的分支机构基本完成了广之旅

的全国战略布局和实体服务网络的构建。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如按照《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

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原计划通过分支机构新设门店的方式继续实施本项目，预计无

法达到原投资计划预测的经济效益，投资风险也将较大幅度增加。 

综上所述，依据当前市场形势和行业格局变化，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施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 



 

（三）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首次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时，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出境游人数和购买

力居世界前列。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在宏观层面上陆续出台政策对境外投

资和外汇兑换加强了规范和监管。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近两年来海外投资的风险较大幅度增长。因此，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全球目的

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该项

目能够建设实施，也预计无法达到原投资计划预测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依据当前市场形势和行业格局变化，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实施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五、拟终止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决定终止实施“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

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是根据募投项目

涉及的宏观市场环境及行业发展变化而作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降低公司募集资金

的投资风险及后续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 

六、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后续资金安排 

公司终止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理财收益等将返还

于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包括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4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 

亿元购买的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到期，本金 5.00

亿元及理财收入 936.10 万元于 12 月 26 日返回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剩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理财收益等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或经法定程序用于现金管理。 

公司将继续坚持战略引领，围绕构建泛旅游生态圈目标，以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思

维，积极筹划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保障新投资项目具备较好市场前景且能够有

效防范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对项目进行科学审慎地可行性分析，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另行对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相应的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的

规定。公司本次决定终止实施“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

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是根据募投项

目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降低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并有利于后

续合理利用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终止募投

项目“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本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方可实施。 

（二）监事会发表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的

规定。公司本次决定终止实施“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

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是根据募投项

目实际状况而作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降低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及提高公司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终止募投项目“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

网络建设项目，本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三）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公司决定终止募投项目“易起

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全

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议及监事会九届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降低公司募

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并有利于后续合理利用募集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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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独立财

务顾问对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九届十九次会议决议；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