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6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一名称：“国脉云健康医学中心”，公司结合目前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结
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内外部环境等因素，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该项目的预计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原项目二名称：“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公司因该项目资金募集时间比原计
划预期晚一年，在此期间物联网的市场环境、平台建设先机、大数据规模化采集渠道都发生
了重大改变，为了避免项目投资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利用率，公司拟
终止该项目，并将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 2621 号）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2,657,580 股,每股人民币 11.74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1,439,999,989.20 元 , 扣 除 各 项 发 行 费 用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419,889,989.20 元。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业经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第 350ZA0096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以下项目，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投资
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项目投

计划使用募集资

资总额

金

已使用募集资金

1

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

83,487

80,000

2,562.81

2

国脉云健康医学中心

57,350

50,000

1,551.41

3

补充流动资金

14,000

14,000

14,000.00

154,837

144,000

18,114.22

合计

（二）募集资金余额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的存储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13105101040012023

募集资金专户

8,139,837.14

1402026129601074119

募集资金专户

319,522,636.67

合计

327,662,473.81

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为 123,874.78 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 132,766.25 万元，其中：银行存款余额 32,766.25 万元，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余额 10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之间的
差异为现金管理收益及银行利息扣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用后的净额。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延长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期限，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及实施地点不变。（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8-026 的公告）调整后的项目投资时间计划如
下：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原计划项

项目承诺达到预定

诺投资总额

目建设期

可使用状态日期

1、国脉物联网大数据
运营平台
2、国脉云健康医学中
心

延期后项目建设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80,000

3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0,000

3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补充流动资金

14,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44,000

调整前后建设期各年募集资金投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时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国脉物联网大数

调整前

19,085.60

42,419.70

18,417.40

据运营平台

调整后

652.80

18,432.80

42,419.70

国脉云健康医学

调整前

21,495.10

21,470.00

7,034.90

中心

调整后

461.30

6,000.00

20,000.00

2020 年

合计
80,000.00

18,417.40

80,000.00
50,000.00

23,538.70

50,000.00

二、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脉云健康医学中心”实施进度情
况
（一）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原因
“国脉云健康医学中心”项目中的国际门诊中心的基建部分已经完成，但项
目基建配套的水、电未到位，影响了项目的装修和设备安装工程，导致项目未能
按计划如期开展，经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地沟通协调，截至目前水、电已经
接入项目实施地，尚需待消防部门验收后方可进行装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
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脉云健康医学中心”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调整前后建设期各年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时间

国脉云健康医 调整前
学中心

调整后

2017 年

2018 年

461.30

6,000.00

461.30

873.00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000.00 23,538.70
4,000.00

6,000.00

合计
50,000.00

38,665.70

50,000.00

（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基于公司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提
出的，公司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实质性
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度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三、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基本
情况
（一）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项目立项批准时间为 2015 年 6 月，由国脉
科技实施，计划总投资 83,487.00 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80,000.00 万元，包
含平台、大数据中心、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开发及服务等内容。该项目达产年预
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65,98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7.46%，投资回收期 5.05 年
（含建设期）。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累计投资 2,562.81 万元，占募集资金投
资进度 3.20%，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建设期各年计划投资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国脉物联网大数
据运营平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652.80

18,432.80

42,419.70

18,417.40

80,000.00

备注：上表为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后的投资进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8-026 的公告

实际投资进度明细如下（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
单位：万元
序号

1
1.1

项目名称
国脉物联网大数
据运营平台
运营平台

计划项目投

计划使用募

2017 年使

2018 年使

2019 年使

累计使用资

资总额

集资金

用资金

用资金

用资金

金

83,487

80,000

652.75

1,445.58

464.48

2,562.81

643.74

1,445.58

464.48

2,553.80

27,135

1.2
1.3
1.4

大数据中心
物联网应用解决
方案开发
铺底流动资金

14,352

9.01

-

-

9.01

40,000

-

-

-

-

2,000

-

-

-

-

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该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为 77,437.19 万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81,952.26 万元，其中：银行存款余额 31,952.26 万元，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余额 5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之间的
差异为现金管理收益及银行利息扣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用后的净额。

（二）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该募投项目于 2015 年 6 月获得有关部门的备案， 2016 年 12 月募集资金方
才到位，时间比原计划预期晚一年半，在此期间物联网的市场环境、平台建设先
机、大数据规模化采集渠道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物联网新平台层出不穷，围绕“平
台化”构建的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平台马太效应显现，公司失去了平台建设的先
机。本次终止项目的原因如下：
1、当前国内物联网平台市场竞争激烈，丧失建设先机。
2015 年，我国物联网产业还是处于前期的概念导入期和产业链逐步形成阶
段，公司把握住市场机会，提出建设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项目建设方案。但由
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延后了一年半，至 2017 年，我国物联网市场已经进入实质
性发展阶段，其中物联网云平台已经成为国内外科技巨头激励竞争的核心领域。
特别随着 NB-IOT、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新的通用性强
的物联网技术平台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物联网平台落地并发展壮大。当前，物
联网平台成为了全产业链参与和竞争的焦点。公有云厂商、运营商和设备商、终
端厂商和平台公司纷纷利用各自的技术优势，构建自己的第三方物联网平台，物
联网解决方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根据 IOT Analytics 统计，2016 年，物联网平台企业榜单中已有 30 个破产
或被收购。平台的马太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尤其在应用使能平台这一平台价值高
地，亚马逊 AWS IOT 和微软 Azure IOT Suite 取得一定领先优势。据调查统计，
51.8%的开发者将 AWS IOT 作为物联网应用首选开发平台，31.2%的开发者首选
Azure IOT Suite。

在此情况下，公司再按原计划投资总额进行物联网平台建设，在规模和实力
上无法与国内外的产业巨头现有物联网平台形成竞争优势，无法保证项目的预期
收益。
2、平台大数据资源获取受阻
根据原建设计划，平台将通过获得国家相关部委授权并与政府签署战略协议，
以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为着力点，实现政府的多方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应用。
特别是通过车联网技术收集城市汽车的实时数据，并以此为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
台的核心数据，并进一步拓展平台大数据在交通、城市、能源等其他领域的物联
网应用，形成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
该项目得到莆田市政府和福建省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2016 年，公司与
莆田市政府签订物联网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福建省政府将该建设方案上报国
家相关部委，截至公告日仍未获得相关部门的建设批复。因此平台的大数据资源
一直不能得到规模化采集，导致无法达到项目预期的建设目的和收益。
基于以上因素考虑，公司拟终止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
营平台”的投入，并将尚未投入该募投项目的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加强公司在 5G、物联网关
键技术的研发及相关业务领域的扩张。
（三）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相应募集资金的用途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
东创造更大的效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终止募投项目后拟将上述
“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项目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1,952.2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1,952.26 万元，其中：银行存
款余额 31,952.26 万元，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余额 50,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 30,000.00 万元及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1,952.26 万元（补充流动资
金的具体金额以股东会审批后且理财产品到期时，实际补充流动资金当天的累计
存款利息、理财收益为准）。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四）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分析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有 3.12 亿元银行贷款负债；公司资金余额共
计 13.71 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余额 3.71 亿元，理财资金 10 亿元），减去募集
资金专用资金 13.28 亿元后，可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的货币资金为 0.43 亿元，余
额较小，为缓解公司偿债压力、降低偿债风险，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确保公
司健康稳健经营，本次将募集资金结余资金 3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具有必要
性。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5G 正阔步前行，它将以全新的网络架构，提供至少十倍于 4G 的峰值速率、
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的连接能力，开启万物广泛互联、人机深度交互的新
时代。作为通用目的技术，5G 将全面构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基础设施，
从线上到线下、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态，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
阶。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 时代近在咫尺，作为 5G 最具标志
性的内容之一，物联网有望在 5G 网络的推动下加速落地。
2019 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营业务加强上下游投入，加大 5G 技术和业务领
域的扩张以及物联网技术的研发，经营性和资本性现金流需求将有所增加，将部
分募集资金项目终止后的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将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五）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国脉物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项目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出
的慎重决定，不会对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流动资金需求也在加大，公司通过银行授
信虽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流动资金，但较高的资金成本影响了公司利润水平。通
过本次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增强公
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性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六）相关说明与承诺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承诺本次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
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
后 12 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风险提示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推
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同时，公司主营业务与市场环境相关，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市场变化，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一）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基于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进行的调整，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实质
性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目前
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二）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对该事项进
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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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批程序。公
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的整体效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未发现损害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
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进行的必要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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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
见；
（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兴业证券关于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机
构意见；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