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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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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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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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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538,005,847.29 元。其中，根据公司与广州

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向岭南集团支付现金对价总额 499,000,000.00 元；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39,005,847.29 元。以前年度，公司收到募集资金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为 5,240,256.35 元，收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

财产品投资收益资金 86,604,365.41 元。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66,380,274.25 

加：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12,208,242.38 

收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资金 
86,604,365.41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4,031,721.63 

减：现金对价 499,000,000.00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39,005,847.29 

期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0.00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31,218,756.38 

2020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0.00 元，募集资金银行专

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 16,291,654.62 元，收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到期投资收益资金 5,465,753.42 元。此外，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尚有

未置换发行费用 4,031,721.63 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本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052,976,164.42 元，

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31,218,756.38 

加：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16,291,654.62 

收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资金 5,465,753.42 

减：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0.00 

期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购买金额 0.00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52,976,164.4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募集资金监督与管理及发行股份涉及收购资产的管理和监督

等内容。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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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

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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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设立了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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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根据上述协议，对于上述专户，公司仅用于对应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

指定了财务顾问主办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开户行配合广

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三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中。 

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之旅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广之旅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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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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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独

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根据上述协议，对

于上述专户，公司仅用于对应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广发

证券作为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指定了财务顾问主办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和开户行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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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实施。鉴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终止实施,为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减少

管理成本，截止 2020 年 6 月 4日，公司办理了北京广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设立的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广州易起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的上述

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以上三个控股子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的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合计 33,948,060.87 元已全部返还于公司设立的

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中，注销前三个控股子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均为

0.00 元。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 6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2020-042 号）。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北京广之

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易起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与开户银行及独立财

务顾问广发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

情况如下（含存款利息及理财收入）：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开户行名称 银行户名 账号 
募集资金存储 

余额（元） 

“易起行”泛旅游

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体育

东路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020900233710880 406,384,845.56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

及垂直化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中国

大酒店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8110901012600501045 332,741,617.09 

全球目的地综合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广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支行 

广州岭南集团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05871815000002247 313,849,701.77 

“易起行”泛旅游

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环市支行 

广州易起行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628456783 已注销 

全区域分布式运营

及垂直化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乐嘉路支行 

北京广之旅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3602866429100179368 已注销 

全球目的地综合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远景

路支行 

北京广之旅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634069628269 已注销 

合计 1,052,976,164.42 

注：1、由于银行系统自身管理要求，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支行（二级支行）作为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一级支行）辖下分支机构，需以广州分行名义对外签署协议，加盖广州

分行（一级支行）公章。2、由于银行系统自身管理要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乐嘉路支行作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辖下分支机构，需以广州流花支行名义对外签署协议，加盖广州

流花支行公章。3、由于银行系统自身管理要求，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远景路支行作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辖下分支机构，需以广州白云支行名义对外签署协议，加盖广州白云支行公章。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 39,005,847.29

元。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39,005,847.29 元；2020 年

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0.00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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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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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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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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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促进“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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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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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情

况。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5、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

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6、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的情况。 

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9 年 7 月 3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募投项目建



设的情况下，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根据上述授权，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与广州农商行签署了购买“赢家稳盈 

3486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相关协议，以 5.0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行的“赢

家稳盈 3486 号”保本浮动收益型法人理财产品，该产品的投资期限为 2020年 3

月 27 日至 2020 年 6月 30日。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 3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号）。

上述产品已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到期，取得理财收益 5,465,753.42 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052,976,164.42

元（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分别存放在各募集资金存管银

行专户中。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基于当前市场形势和行业

格局变化等原因，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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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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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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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详见 2019 年 12 月 28 日披露

的《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2019-068号）。2020 年 1 月 16 日，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十届六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主营

业务战略拓展需要，同意将已终止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

垂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和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全部剩余募集

资金（含利息及理财收益等，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结存数据为准）的用途变更



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0-087 号）。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变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1年 1月 14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

违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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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公司：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2 月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66,380,274.25 
2020 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8,374,426.96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538,005,847.2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8,374,426.9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3.3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2020 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 (3) ＝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2020 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支付岭南集团现金对价 否 499,000,000.00 - 0.00 499,000,000.00 100% 2017年 4月 0.00 不适用 否 

2、“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 
否 384,100,274.25 - 0.00 27,777,785.94 7.23% 项目已终止 0.00 不适用 是 

3、全区域分布式运营及垂

直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否 304,540,000.00 - 0.00 11,228,061.35 3.69% 项目已终止 0.00 不适用 是 

4、全球目的地综合服务网

络建设项目 
否 278,740,000.00 - 0.00 0.00 0.00% 项目已终止 0.00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466,380,274.25 - 0.00 538,005,847.29 36.69% - 0.00 不适用 - 

合计 - 1,466,380,274.25 - 0.00 538,005,847.29 36.69% - 0.00 不适用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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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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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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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2019年 12月 27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基于当

前市场形势和行业格局变化等原因，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终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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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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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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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详见 2019年 12月 28日披露的《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2019-068号）。2020

年 1月 16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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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易起行”泛旅游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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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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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9年 7月 3日，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及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期限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根据上述授权，公司于 2020年 3月 26日与广州农商行签署了购买“赢家稳盈 3486号”人民

币理财产品相关协议，以 5.0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行的“赢家稳盈 3486号”保本浮动收益型法人理财产品，该产品的投资期限为 2020

年 3月 27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具体情况详见 2020年 3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2号）。上述产品已于 2020年 6月 30日到期，取得理财收益 5,465,753.42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052,976,164.42元（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分别存放在

各募集资金存管银行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