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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20-037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潮宏基 股票代码 0023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俊雄 林育昊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4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4号

电话 0754-88781767 0754-88781767

电子信箱 stock@chjchina.com stock@chjch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10,231,806.53 1,764,647,333.75 -2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23,571.27 137,544,139.81 -9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931,352.03 124,916,979.96 -9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7,638,436.87 241,981,105.98 2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9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9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4.08% -3.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41,874,331.98 5,279,518,655.02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15,960,695.56 3,387,093,553.11 -2.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3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1% 253,643,040 0 质押 164,300,000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50% 77,000,000 0 质押 65,950,000

汇光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6% 50,295,893 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新动能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08% 46,000,000 0

廖创宾 境内自然人 2.90% 26,221,690 19,666,267 质押 19,919,967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1.87% 16,900,000 0

梁少群 境内自然人 0.99% 9,000,000 0

张坚雄 境内自然人 0.76% 6,919,900 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7% 6,030,150 6,030,150

李建平 境内自然人 0.65% 5,879,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东冠集团有限公司、汇光国际有限公司为公司

发起人股东，他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廖创宾先生为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系公司开立的股

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系公司开立的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 张坚雄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6,919,900股；李建平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5,879,500股；曾佳燕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60,034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让中国乃至全球零售行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后

疫情时代下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改变，进一步影响消费市场的竞争格局，行业集中度将会加速提升。对于公司来说，坚持做

美丽产业的初心不变，顺应时势，拥抱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推陈出新、积极探索，提升公司的市场适

应能力和竞争力，做好应对可能出现的艰难恶劣环境的准备，也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上半年围绕公司提出的“坚定信心，创新思维” 的战略方针，集团上下统一思想、全员进入“战斗” 状态，攻坚克难，以

用户体验、流量驱动、全域融合为核心，加快智慧云店项目建设，为应对疫情变化，并以此为基点全速推进实体零售的数字

化转型以拥抱未来的变化。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消费拉动国内经济逐渐复苏，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也有序恢复，

二季度经营业绩较一季度有了明显改善。 公司将努力提升下半年度业绩，争取完成2020年各项经营目标。

（1）合力投击新冠，深耕私域，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智慧零售建设

今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公司迅速调整运营策略，制定完善的防控机制和措施安排。 首先多措并举，力保人员安

全，结合各经营单元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其次，提速智慧云店项目的建设，排除万难将原计划分批上线的零售云

系统，在2月份提前并一步到位全面推向市场，凭助原有的数字化基础以及全员上下同心奋战，短短1个月内潮宏基珠宝即

完成全国所有门店的线上新零售布局，并通过微信小程序、朋友圈、直播等私域社圈模式，将所有销售人员转战到线上平

台，加大线上销售力度，并积极推动向线下引流，建立线下门店与线上云店在用户、业务、库存及数据间的打通，实现了全天

候全域销售的新零售模式，有效减轻疫情的影响。 得益于高质量的私域流量+社群营运，潮宏基珠宝智慧云店拉新及引流

贡献突出，截至6月底累计已突破160万注册用户，用户总量不断快速提升，引流转化效果显著，潮宏基珠宝大部分门店5、6

月份的终端销售同比已接近持平，有效改善了终端零售业绩。

上半年因疫情影响直播带货等新销售手法持续升温。 私域方面，上半年公司利用智慧云店的直播功能，针对各品牌的

会员开展私域直播13场，累计观看量超65万，互动量超过1400万；公域方面，自建直播团队使淘宝直播、抖音等平台直播常

态化，同时各个门店也自发直播带货，带来一定的销售贡献。上半年公司还与头部直播带货达人进行合作，为品牌提高曝光

声量，积极将公域流量转化为私域流量。 今年3月，潮宏基珠宝“花丝糖果” 系列登上李佳琦直播间，仅15分钟即售出8000

件创下珠宝最快销售记录，关注度和流量暴涨，成为2020年火到出圈的人气爆款；5月末与薇娅直播开售哆啦A梦项链，全

渠道曝光超7500万，销售量取得5000多件的不俗成绩。

（2）调整渠道结构，攻克核心战略地域，深化加盟业务数字化赋能

为提高品牌市场份额，以潮宏基珠宝为代表，各品牌调整渠道策略，以加盟为渠道拓展的新动力，加速渠道下沉。 上半

年在疫情的冲击下，商业渠道开业周期持续延期，相关拓展受到一定影响，公司及时调整策略，对绩差店进行关撤止损，重

点推进核心战略地域的攻坚，针对性调整优化供应链、营销、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以及推进数字化建设对加盟商业务的应用

支持，为疫情后以加盟为主的快速扩张打好基础。 报告期末公司旗下三大品牌新开加盟店35家。

（3）加大产品研发，巩固产品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研发能力，结合年轻人喜好以及疫情后消费意识的变化，推动产品迭代

升级，从消费的不同层次考虑，推出新品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新需求。作为国民时尚珠宝品牌，潮宏基珠宝今年以沉浸式

体验直播的形式，通过微信和bilibili网站双平台在线发布“2020/21年彩金潮流趋势———金彩回潮” ，同时联合YOKA、芭

莎珠宝、ELLE�等70多家媒体一同见证今年的彩金潮流，从东方文化中提炼经典图腾纹样及文化符号，结合传统工艺和现

代审美设计，震撼推出了“京粹” 、“祥扣” 、“善缘” 、“花丝糖果” 、“国色” 、“匠心花彩” 等系列新品。 “FION菲安妮” 时

尚女包方面，在高级经典的设计风格上，继续尝试不同的演绎方式，通过工艺迭代、材质创新，成功推出了“可可” 、“八音

盒” 、“油画” 、“花悦”等系列新品，深化品牌型格；并持续升级“小黄人” 、“宠物”等IP产品系列，诠释不一样的年轻潮流。

（4）深化云定制业务布局，助力婚庆业绩提速增长

公司继续聚焦婚庆品类，加快婚戒云定制业务布局，上半年推出了“丘比特·花颂” 、“两情相依” 、“撒哈拉” 等独家婚

钻系列，并尝试新的营销手段，通过直播模式与裸钻秒杀活动，加速推动客单价提升；同时借助云定制平台模式、以及订单

周期的合理控制，实现7天极速定制，大大缩短消费者等待时长，部分省区更带来了较高的婚钻同比增长，有效压缩自有大

钻库存。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规定，公司于2020�年

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

规定，公司无需重溯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

的信息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

2020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 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设立日期 变更原因

马鞍山潮宏基珠宝贸易有限公司 2020-03-05 新设成立

汕头市菲安妮皮具有限公司 2020-03-24 新设成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公司名称 注销日期 变更原因

张家港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 2020-06-09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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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7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0年7月2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0-037）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0-038）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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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7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春生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7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监事会。 本次会议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该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相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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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20

年上半年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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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83号”《关于核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的核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

301,507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9.95元，共募集资金599,999,994.6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8,861,000.00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581,138,994.65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7月7日全部到账，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广会验字【2017】 G16042570205” 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公司珠宝

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123,499.88万元。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

将利用自筹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差额部分。

2019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建设内容及项目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同时将项目实施主

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并将本次调整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已经2019年6月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599,999,994.65

减：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18,861,0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81,138,994.65

减：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投入 260,930,648.55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13,615,501.4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45,915,746.71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52,508,591.41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 该制度于2008年2月1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设了两个募集资金专用户， 分别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账号为

722468779485的专用账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账号为695888990的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2017年7月26日

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共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鉴于公司对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 并将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潮宏基珠

宝有限公司，调整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631147876。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6月11日与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

管。

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1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金额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募集资金专用户 722468779485 30,448.79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募集资金专用户 695888990 460,346.10

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募集资金专用户 631147876 32,517,796.52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理财产品【注1】 -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理财产品【注1】 -

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理财产品【注1】 119,500,000.00

合计 152,508,591.41

【注1】：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明确意见，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

况下，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一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

保本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起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52,508,591.41元，其中购买理财产品余额119,500,000.00元、银

行存款余额33,008,591.41元。

三、 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113.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67.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159.4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252.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53%

承诺投资项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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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计 实

现 的 效

益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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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云平台创新

营销项目

是

58,

113.90

40,954.41 3,767.58 26,093.06 63.71%

2020年12月31

日

558.74 否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注2】

是 17,159.49 0.00 17,159.4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58,

113.90

58,113.90 3,767.58 43,252.5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虽然平台主要设计功能已经在部分门店上线，但受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延缓和新冠疫情影响，以及相关功

能应用仍在测试完善，项目尚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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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鉴于项目从立项到实施过程中，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行业情况发生了变化，为顺利实施公司珠宝云平

台创新营销项目，经充分论证，公司将大数据系统建设、个性化订制平台两部分建设内容由自主开发调

整为以获得授权使用方式；另外，考虑到原计划进行改造的部分体验店网点其商业业态和客户流量自项

目立项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无法满足作为实施募投项目的网点要求，且未来公司将逐渐加大加盟

店的拓展力度，为保证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公司决定缩减体验店改造数量；同时调整顾问式网点、互联

网销售模式的投入， 相关建设内容不再纳入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 调整后， 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由

123,499.88万元调减为48,298.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40,954.41万元），同时将项目实施主体由公

司变更为潮宏基珠宝有限公司，并将本次调整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的募集资金均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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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1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截至2020年5月31日，公司已将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5,000.00万元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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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在不影响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一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截至2020年6月30日，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已累计投入26,093.06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已累计支出 17,159.48�万元，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共15,250.86万元，其中11,950.00万元用

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后尚未到期，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1】：2020年募集资金项目效益人民币558.74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注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将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投资总额调整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息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17,159.48万元及孳息4,202.07万元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公司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原项目投资总额为123,499.88万元。 鉴于项目从

立项到实施过程中，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行业情况发生了变化，为顺利实施公司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经充分论证，

公司将大数据系统建设、个性化订制平台两部分建设内容由自主开发调整为以获得授权使用方式；另外，考虑到原计划进

行改造的部分体验店网点其商业业态和客户流量自项目立项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已无法满足作为实施募投项目的网

点要求，且未来公司将逐渐加大加盟店的拓展力度，为保证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公司决定缩减体验店改造数量；同时调整

顾问式网点、互联网销售模式的投入，相关建设内容不再纳入珠宝云平台创新营销项目。调整后，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由123,

499.88万元调减为48,298.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40,954.41万元），同时将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潮宏基珠宝有

限公司，并将本次调整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或无异议意见。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情况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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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廖创宾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廖木枝先生之一

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函告，获悉其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展

期股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廖创宾 是 19,919,967 75.97% 2.20% 否 否

2018年6月

11日

2020年6月

10日

2021年6

月10日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廖创宾 26,221,690 2.90% 19,919,967 75.97% 2.2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1、公司股东廖创宾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为原股份质押的展期，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对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2、截至公告披露日，廖创宾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

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展期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乐鑫科技 68801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珏 徐闻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690号2号楼

304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690号2号楼304室

电话 021-61065218 021-61065218

电子信箱 ir@espressif.com ir@espressif.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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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604,559.55 1,725,047,425.77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6,971,342.15 1,609,822,892.32 -1.4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85,074.04 -2,089,729.5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93,202,512.75 323,289,531.66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40,146.30 63,644,085.81 -4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79,671.95 61,207,051.14 -75.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18.55 减少16.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43 1.0607 -59.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43 1.0607 -59.0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5.69 12.91 增加12.78个百分点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9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樂鑫（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3.58 34,860,000 34,860,000 34,860,000 无 0

亚东北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2 5,692,320 5,692,320 5,692,320 无 0

Shinvest�Holding�Ltd. 境外法人 6.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无 0

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 3,120,000 3,120,000 3,120,000 无 0

王景阳 境内自然人 3.38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无 0

INTEL� CAPITAL�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2.40 1,920,000 1,920,000 1,920,000 无 0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8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乐鲀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无 0

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青岛赛富皓海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0 960,000 960,000 960,000 无 0

青岛海尔赛富智慧家庭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 900,000 900,000 900,000 无 0

美的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 900,000 900,000 9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赛富皓海之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赛富皓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50%的财产份额，并持

有海尔赛富之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赛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

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2、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乐鑫科技是物联网领域的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主要产品是以

Wi-Fi� MCU芯片为基础并衍生出AIoT芯片。 我们的产品为全球数亿用户实现安全、 稳定的

Wi-Fi和蓝牙连接、语音交互、人脸识别、数据管理与处理等服务。 我们凭借自研芯片、操作系统、

工具链、开发框架等，构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致力于为世界开启智能生活，用技术共享

推动万物智联。

我们通过自有的软件工具链和硬件可以形成研发闭环，同时又将软件开发工具包开放给开源

社区。 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生态系统和开发者社区中聚集起了许多与我们一起工作并积极交流的

用户。

我们的战略是在一个管理平台上，结合芯片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的技术，向全球所有的企业

和开发者们提供一系列便捷开发的AIoT产品。 我们寻求通过打造优秀团队和不断技术创新来实

现这一目标，并广泛投资于研发，以确保我们的产品保持技术领先和成本领先的地位。 我们将以

AIoT领域为核心，推动可持续的经营和财务表现。

1.�财务表现

整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320.25万元，同比减少9.31%（其中一季度同比减少16.15%，

二季度同比减少3.56%）；营业利润3,757.33万元，同比减少50.48%，利润总额3,758.57万元，同比

减少50.5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74.01万元，同比减少45.41%。 扣除结构性存款收

益、政府补助等影响，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87.97万

元，同比减少75.69%。 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减弱，宏观经济复苏，上下游企业都逐步恢复正常运营

水平。

2.�研发成果发布

报告期内， 公司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数量同比增加51.05%， 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80.48%。 主要发布研发成果如下：

（1）硬件

ESP32-S� 系列 ：ESP32-S系列中的第一款ESP32-S2芯片已于 2019年7月发布 ， 基于

ESP32-S2芯片的模组已完成各项国际射频认证， 全面投入量产。 2020年期间发布通用开发板

ESP32-S2-Saola和多媒体开发板ESP32-S2-Kaluga。

ESP32�系列：

2020 年 2 月 ， 发 布 支 持 基 于 亚 马 逊 Alexa� 语 音 服 务 (AVS) � 的 开 发 板

ESP32-Vaquita-DSPG；

2020年4月，发布AI语音麦克风阵列开发板 ESP32-Korvo�系列；

2020年5月，发布与百度联名的AIoT�语音模组和开发板ESP32-Korvo-DU1906。

（2）软件

系统平台：2020年度，公司持续更新物联网芯片操作系统平台ESP-IDF，在开源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上进行了6次版本发布，不断丰富操作系统功能。 ESP-IDF不仅支持ESP8266和ESP32，也

同时支持ESP32-S2芯片，实现在同一个平台上支持多款芯片，未来用户升级选型乐鑫芯片时，可

迅速完成对接，无需增加平台学习成本。

语音框架：

2020年3月，发布ESP� AVS� for� AWS� IoT� SDK，基于亚马逊物联网平台 (AWS� IoT)� 的

Alexa语音服务 (AVS)�为用户提供了一站式方案 (Turnkey)，可以帮助用户轻松构建集成亚马逊

Alexa、 具备语音功能、 连接AWS� IoT平台的物联网设备。 其开源手机 APP� 适用于iOS和

Android系统，支持Wi-Fi配置与亚马逊账号登陆功能。

2020年4月，发布语音框架ESP-ADF� 2.0版本，新增对百度DuHome的支持

截至目前，语音框架ESP-ADF已支持谷歌、亚马逊、百度、小米、阿里、腾讯、京东、图灵、声智

等各语音云平台。

其他：

2020年4月，发布云中间件ESP-RainMaker，作为端对端的平台，ESP-RainMaker目前已实

现第三方集成，可支持Amazon� Alexa和Google� Voice� Assistant� (GVA)�等语音服务。

2020年5月，发布ESP� Apple� HomeKit� ADK，开发者可基于公司芯片构建与苹果HomeKit

兼容的设备。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经本公司管理层批准，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5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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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71号）核准，公司2019年7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0,000股，发行价为62.6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52,000,

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120,347,826.56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31,652,173.44元。上述资金于2019年7月16日到位，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9]31070号的验资报告。 后因募集资金印花

税减免313,000.00元， 故实际相关发行费用较之前减少313,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实际为1,

131,965,173.44元。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58,474,136.26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106,501,680.72元，2020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51,972,455.54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973,491,037.18元，与实际募集资金余

额人民币1,002,371,053.02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28,880,015.84元， 系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收益金额、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及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印花税尚未置换

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19年7月16日实际到账公司募集资金 1,146,055,799.55

减：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14,625,531.77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34,892,800.38

减：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5,000,000.00

减：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88,046,430.22

加：募集资金理财产品累计收益金额 27,340,588.07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226,427.77

加：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印花税尚未置换金额 313,000.00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02,371,053.02

注1：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14,625,531.77元为含税金额，其中进项税为534,905.66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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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制度经本

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银行专项账户，如下表所示：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00000137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60000138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288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377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5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699

上述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

年7月17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000001375 活期存款 2,134,464.2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600001385 活期存款 295,068.8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6801900000779 活期存款 4,540,857.1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6801300000780 活期存款 10,001,575.3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2885 活期存款 3,148,699.8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3779 活期存款 33,431.2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588 活期存款 1,015,211.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699 活期存款 4,421,745.34

合计 25,591,053.02

注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账户号：98840076801900000779为银行内部

账户，主要用途为活期存款区分，享受通知存款利率，与98840078801000001385是从属关系，该账

户无法直接向其以外的其他账户直接划款；

注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账户号：98840076801300000780为银行内部

账户，主要用途为活期存款区分，享受通知存款利率，与98840078801600001375是从属关系，该账

户无法直接向其以外的其他账户直接划款。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截至2020年6月30

日，结构性存款专用结算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产品名称 存款方式 余额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存款

期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

江支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CSH03895

结构性存

款

44,000,000.00

2020年7月

13日

3.75%

124

天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14号

结构性存

款

77,000,000.00

2020年7月

14日

3.00% 61天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570号

结构性存

款

87,780,000.00

2020年8月

12日

3.00% 63天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桥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

天]

结构性存

款

40,000,000.00

2020年8月

18日

3.25% 90天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桥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

天]

结构性存

款

300,000,000.00

2020年8月

18日

3.25% 90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

江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代码：CSH04351）

结构性存

款

50,000,000.00

2020年8月

26日

3.30% 93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

江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代码：CSH04187）

结构性存

款

55,000,000.00

2020年8月

27日

3.30% 92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

江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代码：CSH04187）

结构性存

款

300,000,000.00

2020年8月

27日

3.30% 92天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桥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

天]

结构性存

款

23,000,000.00

2020年9月

14日

3.05% 90天

合计 976,78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

（二）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公司范围内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截至2019年7月31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

币34,892,800.38元。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2019年8月6日出具天职业字[2019]32001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

证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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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净额34,892,800.38元置换了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已将34,892,800.38元募集资金

转至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

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上述事项本公司已于2019年8月7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8月7日出具了《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之核查意见》。

（三）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2019年8月7日，经第一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0.50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2020年7月30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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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

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1,131,965,173.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972,455.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8,474,136.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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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

目

1. 标准协议

无线互联芯

片技术升级

项目

否

167,953,

300.00

167,953,

300.00

167,953,

300.00

37,645,

945.68

95,752,

691.08

(72,200,

608.92)

57.0

1

2024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2.AI处理芯

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否

157,682,

700.00

157,682,

700.00

157,682,

700.00

6,414,

659.02

11,758,

675.47

(145,924,

024.53)

7.46 2024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85,773,

300.00

85,773,

300.00

85,773,

300.00

3,079,

636.22

7,585,

229.78

(78,188,

070.22)

8.84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4. 发展与科

技储备资金

否

600,000,

000.00

600,000,

000.00

600,000,

000.00

4,832,

214.62

7,842,

634.27

(592,157,

365.73)

1.31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1,011,409,

300.00

1,011,409,

300.00

1,011,409,

300.00

51,972,

455.54

122,939,

230.60

(888,470,

069.40)

12.1

6

超募资金投

向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120,020,

967.78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35,000,

0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进项税 否 534,905.66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534,905.66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120,555,

873.44

0.00

35,534,

905.66

合计

1,131,965,

173.44

51,972,

455.54

158,474,

136.26

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置

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892,800.38元。 2019年8月7日，乐鑫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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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19]32001号）。 本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313,000元，为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印花税尚未置换金额。

募集资金其他使

用情况

无

证券代码：

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6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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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7月30日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 或“公司” )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 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

责组织实施。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

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9年7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71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2.60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25,20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人民币12,034.78万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3,165.22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19]31070号”《验资报告》。后因募集资金印花税减免31.3万元，

故实际相关发行费用较之前减少31.3万元，募集资金净额实际为113,196.52万元。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

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0-025）。

三、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

主体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等投资产

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分笔按灵活期限、6个月以内、6-12个

月等不同期限进行现金管理，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三）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

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

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

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现金管理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

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优质

合作银行、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

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银行现金管

理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必须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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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乐鑫信息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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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且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内容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获取良好的资金回报。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乐鑫科技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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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

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资金回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上述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一）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独立

意见；

（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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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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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于2020年7月30日在公司304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24日通

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李子佳女士主

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子佳女士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0-026)。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半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025)。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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