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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晓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田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713,193,770.01 840,258,286.01 10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3,271,512.47 436,798,754.86 134.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42,939.33 -178,306,228.03 107.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4,145,336,906.33 2,339,597,399.57 7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626,865.97 61,236,452.61 6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6,343,147.94 61,184,698.73 5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9% 16.39% 增加3.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58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58 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3,600.00 31,13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0,607.73 3,763,949.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5,099.86 -560,385.28

所得税影响额 -369,651.91 -950,976.67

合计 722,255.96 2,283,718.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08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钱晓钧 28,032,500 19.91% 28,032,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泉 27,747,500 19.70% 27,747,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

限合伙）

7,150,000 5.08% 7,1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证周德（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800,000 4.12% 5,8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通金轮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3.55% 5,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雷力 2,500,000 1.78% 2,5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智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299,375 1.63% 2,299,375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丰颖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 1.60% 2,2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三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22,773 1.58% 2,222,773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140,000 1.52% 2,14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胡勃 1,370,129 人民币普通股 1,370,129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6,933 人民币普通股 756,9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科技创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2,324 人民币普通股 662,324

繆薇 642,047 人民币普通股 642,047

朱晓庆 604,500 人民币普通股 604,5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2,689 人民币普通股 422,689

肖冰 27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2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2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 减 比 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89,618,753.41 278,566,179.25 183.46

主要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

的募集资金，及营业收入增加收

到的资金。

应收票据 195,782,255.10 91,702,035.55 113.50

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67,097,496.82 45,432,922.99 47.68

1、营业收入规模扩大，应收项目

相应增加。2、与2018年三季度同

比降低23.42%，2018年三季度应

收账款余额为8,761.33万元。

预付账款 576,346,658.39 351,783,147.28 63.84

1、随着多多平台交易量的增长，

对商品供应量的需求增加所致；

2、 为充分保障多多平台双十节

的货源所致，2019年双十节实现

了21.5亿集采订单；3、与2018年

三季度同比增加7.06%，2018年

三季度预 付账款 余 额 为 53,

835.68万元。

其他应收款 5,715,734.79 4,386,384.55 30.31 押金和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37,317,201.41 27,212,512.02 37.13

为保障多多平台双十节订单供

应，自有云仓的调剂备货量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22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开具票据支付商品采购

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9,619,435.35 21,619,154.57 37.01

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应交税费增

加。

实收 资 本 （股

本）

140,815,000.00 105,605,000.00 33.34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所

致。

资本公积 590,506,823.60 137,870,931.96 328.30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溢价所

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 减 比 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145,336,906.33 2,339,597,399.57 77.18

公司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在报告期

内实现了高速增长。

营业成本 3,851,259,646.38 2,134,280,964.16 80.45

随着网上商品交易业务的增长，营

业成本随之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4,980,518.90 1,509,452.11 229.96 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 93,758,444.61 68,591,747.89 36.69

主要系销售费用中工资薪酬增加

所致。

研发费用 13,878,508.07 6,881,342.69 101.68 主要系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7,284,644.19 5,185,267.83 40.49

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利息支

出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542,939.33 -178,306,228.03 107.03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现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38,272.45 -5,331,194.01 -89.90

主要系固定资产、 软件同比

采购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9,023,336.78 27,646,286.93 1705.03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

资金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泉

日期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9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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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 ）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的董事12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12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泉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经营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605.13万元置换截至2019年7月24日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金额人民币1,605.13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1）。

会议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原规划的〈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全国布局布点已无法满足

公司未来发展需求，为了更加深入加强区域销售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效率，根据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将原全国布局布点进行变更，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22）。

会议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0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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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 ）第七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19

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提前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锐女士召集并

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是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一致，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

定，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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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1,605.13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1）。

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调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和公

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22）。

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备查文件

2、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1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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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 ）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605.13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1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21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13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532,727,3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359,

891.57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7月24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

年7月25日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9】第ZG11622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

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项目备案情况

1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4,366.78 3,979.33

京海淀发改（备）

[2017]268号

2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8,713.93 7,940.78

京海淀发改（备）

[2017]269号

3 SaaS系统研发项目 12,990.96 11,838.33

京海淀发改（备）

[2017]272号

4 产业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 21,409.47 19,509.90

京海淀发改（备）

[2017]271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5,467.65

合计 53,481.14 48,735.99 ———

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

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以后再偿还先期银行贷款或置换已投入的自有资金。 若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缺口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G11744号），截至2019年7月24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605.13元，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3,979.33 729.37

2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7,940.78 80.00

3 SaaS系统研发项目 11,838.33 264.84

4 产业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 19,509.90 530.92

合计 43,268.34 1,605.13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1,605.13万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会计师和保荐机构

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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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

个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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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605.13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是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一致，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

定，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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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1,605.13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

3、会计师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9年10月23日出具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G11744号），认

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4、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专项鉴证报告，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已履行必要审批程序，且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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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投资计划和相关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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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国联股份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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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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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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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联股份” ）于2019年

10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1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21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13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532,727,3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359,

891.57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7月24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

年7月25日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9】第ZG11622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

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董事会负责实施，将投资于以下5个项

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

额

项目备案情况

1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4,366.78 3,979.33 京海淀发改（备）[2017]268号

2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8,713.93 7,940.78 京海淀发改（备）[2017]269号

3 SaaS系统研发项目 12,990.96 11,838.33 京海淀发改（备）[2017]272号

4 产业互联网研发中心项目 21,409.47 19,509.90 京海淀发改（备）[2017]271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5,467.65 -

合计 53,481.14 48,735.99 -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变更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除此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变更前，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包括上海、成都、武汉、天津、厦门、无

锡、佛山、重庆、太原、涿州、邯郸、张家港、菏泽。

本次变更方案为，维持上海、成都、武汉、天津、厦门、无锡、重庆、张家港八个城市不变，

删除佛山、涿州、邯郸、菏泽、太原五个城市，新增宁波、郑州、杭州、深圳、济南五个城市。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随着B2B电子商务的深入，特别是电商平台的发展，深入传统产业的属地化营销和服

务日益重要，为此公司在区域产业集中区和企业分布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以加强或增设方

式推进全国布局点，建立健全一个基本满足国联资源网，特别是多多电商平台属地服务的

全国营销网络，为了更加深入加强区域销售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效率，原规划的全国布局布

点已无法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求，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将原全国布局布点进行变更。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仅涉及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未涉及募集资金的投向、用途的变更，不会

对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

次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变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 有利于公司控制成本增加收益，有

利于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决策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原规划的

〈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全国布局布点已无法满足公司未来发展需求，为了更加深入加

强区域销售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效率，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原全国布局布点进行

变更，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

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调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和公司长

远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未涉及募集资金的投向、用途的变

更，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变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营销

体系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已履行必要审批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未涉及募集资金的投向、 用途的变

更，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

募投项目更好地实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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