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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

公司将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604 号核准，本公司委托主承销商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50 万股（每

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3.0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3,55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

荐费用 2,200 万元（承销和保荐费用总计 2,400 万元，前期已支付 2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

人民币 41,350 万元，由主承销商华龙证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汇入本公司账户。另减除保

荐费用（前期已支付 200 万元）、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等其他发行费

用 786.40 万元，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563.60 万元，经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验证，已由其出具大信验字[2011]2-0042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下简

称“《管理细则》”)，该《管理细则》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2013 年 9 月 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一年之内有效,可滚动使用。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1、公司与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12 月 27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由本公司

在该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17010100100075824，该专户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销户； 

2、公司与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山支行于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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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12 月 27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由本

公司在该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574258250644，该专户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于

2012 年 8 月 6 日销户； 

3、公司与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伍家支行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12 月 27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

由本公司在该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75301040010455； 

4、公司与子公司宜昌长江高速客轮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12 月 27 日共同签署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由本公司在该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17900007910904。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9,771.32 万元，其中活期存款账

户余额为 1,771.32 万元，银行委托理财 8,000.00 万元，具体如下表：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委托理财 活期 合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

伍家支行 
375301040010455 51,500,000.00 17,666,724.47 17,666,724.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717900007910904 28,500,000.00 46,461.50 46,461.50 

合   计  80,000,000.00 17,713,185.97 97,713,185.97 

 

(三)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1-6 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0 万元，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9,771.32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1、募集资金总额                   43,550.00 

减：发行费用                     2,986.40 

2、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0,563.60 

减：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26,614.36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贷款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752.60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超募资金投入主业相关业务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74.68 

3、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报告期期末余额                    9,7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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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表。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 是否变更 

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项目 宜昌市 自建 否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 宜昌市 自建 调整投资规模 

新型三峡游轮旅游客运项目 宜昌市 自建 否 

 

(四)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 11,139.21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1,139.21 万元，其中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项目 8,896.08

万元, 新型三峡游轮旅游客运项目 1066.15 万元，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

1176.98 万元。 

2、2012 年 2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3136.66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136.66 万元，其中新型三峡游轮旅游客运项目置换前期投入金额

451.88 万元，宜昌汽车中心站项目置换前期投入金额 2,684.78 万元。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

子公司出资和补充流动资金议案》：超募资金全部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4,526.00 万元用于

三峡游轮中心的二期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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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详见本报告之“二、（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宜昌交运于2013 年9 月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与招商银行宜昌分行营业部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购买

《金股指赢52054理财产品》，2014 年 7月 7日已回收本金8,000万元及理财收益202.13 万

元。 

201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鄂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金额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为永久性流

动资金的议案》，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投资规模调减为 4,585.20 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 6,514.80 万元及其账户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

期实际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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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补充流动资

金 

鄂西生

态文化

旅游圈

公路旅

游客运

项 

6,514.80 0 0 0.00% 2014-7-31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6,514.80 0 0 -- -- 0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201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投资规模和投资金额并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为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2014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议案详见 2014 年 8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4 年中期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由于该项目资金委托理财 2014 年 7 月份到期，公司在 7 月份按董事会决议变更募

投资金为流动资金，报告期无收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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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客运项目的主要内容，为使用募集资金新购旅游客车，补充公

司旅游客运车辆运力。截止 2013 年年底，公司公路旅游客车总数为 132 台，客座数 6204 个。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购置的旅游客车 87 台，客座数 4181 个。使用募集资金新购旅游客运车辆

的投入情况为 2010 年 22 台、2011 年 20 台、2012 年 45 台。  

本公司自 2008 年开始利用自有资金投资该项目，2011 年上市以后，使用募集资金陆续

进行了运力投入，达到了一定规模开始显现效益。随着鄂西旅游的发展，大量社会投资者也

迅速新增运力投入到公路旅游客运中，形成了经营主体众多、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省内公

路旅游客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明显。2012 年 7 月汉宜铁路客运专线开通后，对汉宜公路班线

客运造成重大冲击，原班线客运经营者将运力大量转向旅游客运经营，市场恶性竞争更加严

重，省内公路旅游客运经营者普遍出现经营困难。公司旅游车辆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并且

于 2012 年开始控制了投资节奏，但经营效果仍然无法达到预期，2013 年度仅实现利润 31.02

万元。 

公司现有旅游车运力，已经完全满足春运、节假日加班的运力储备需求，和公司新型游

轮旅游项目的车船配套运输的需求。在现有市场环境下，若继续投入资金扩大旅游车辆规模，

不仅会造成公路旅游客运业务的经营亏损，还会造成募集资金和运力的浪费，进一步影响募

投项目的经营效益和公司的整体经营绩效。因此，调整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的

投资规模是十分现实和必要的。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由于该项目资金委托理财 2014 年 7 月 7 日到期，公司在 7 月份按董事会决议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为流动资金，报告期内无收益。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 

 

五、 募集资金使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014 年 1 月 14 日与招商银行宜昌分行营业部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购买《金股指赢 52054 理财产品》，2014 年 7 月到期后回收本金 8,000 万元及

理财收益 202.13 万元。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决议，调整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公路旅游客运项目的投资规模后，将剩余募集资金 6514.80 万元及利息 401.87 万元转入公

司流动资金账户。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的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峡伍家支行、账号为 375301040010455 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也于 2014 年 7 月份已办理

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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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563.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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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4.3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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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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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汽车客运中心

站项目 
未变更 13,711.00 13,711.00  13,711.00 100.00 2012.12.01 16.05 未达到 否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

圈公路旅游客运项

目 

是 11,100.00 4,585.20  4,585.20 100.00 2014.06.30 -17.82  未达到 否 

新型三峡游轮旅游

客运项目 
未变更 11,000.00 11,000.00  8,318.16 75.62 2015.12.31 249.21 

分期分

步投入
否 

三峡游轮中心的二

期出资 
超募资金  4,526.00  4,526.00 1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226.60  226.60 100.00   

合计  
35,811.00 34,048.8  31,366.96 

247.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1、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项目因尚处于客源培育期，今年以来旅客流量明显提高，但达到预定产能尚需一定时间，本期已开始实现盈利；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因公司投资该项目后，众多社会投资者也新增运力投入到公路旅游客运中，加上汉宜铁路客运

专线通车后，汉宜沿线部分原有运力也转向旅游客运，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项目出现小幅亏损； 

3、新型三峡游轮旅游客运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项目原因为分期分步投入，本期游客规模增长迅速，但游轮运力尚未充分释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履行对控股子公司出资和补充流动资金议案》：超募资金全部

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4,526.00 万元用于三峡游轮中心的二期出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201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新型三峡游轮旅游客运项目置换前期

投入金额 451.88 万元，宜昌汽车中心站项目置换前期投入金额 2,684.78 万元，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大信鄂专审字[2012]第 0012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其他情况及
2014 年 1 月 14 日与招商银行宜昌分行营业部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购买《金股指赢 52054 理财产品》，2014 年 7 月到期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后回收本金 8,000 万元及理财收益 202.13 万元。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决议，调整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的投资规模后，

将剩余募集资金 6514.80 万元及利息 401.87 万元转入公司流动资金账户。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公路旅游客运项目的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伍家支行、账号为 375301040010455 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也于 2014 年 7 月份已办理销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