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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23）京会兴核字第 68000001 号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股份）董事会

编制的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华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华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

料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华鼎股份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华鼎股份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

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况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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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华鼎股份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定，如实反

映了华鼎股份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北京兴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1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2 

二○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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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公司”）将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春元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3 号）核准，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杭州越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中晔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47,816,642.00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0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39,019,991.7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1,056,603.7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07,963,388.01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005 号验资报告。 

2.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义乌农商银行营业部 201000211468598 100,000,000.00 - 已销户 

华夏银行义乌支行 10471000000512289 210,219,991.78 - 已销户 

合计 - 310,219,991.78 - -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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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见本报

告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前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不能直接产生效益，无

法单独核算产生的效益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春元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3 号）核准，公

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邹春元、廖新辉等 20 名深圳市通拓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拓科技”）股东持有的通拓科技 100%股权，其中发行

的股份数量为 280,778,457 股，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27,472.14 万元。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8 年 4 月 13 日，通拓科技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通拓科技 100%

股权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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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拓科技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176,161.51 252,484.96   239,689.79   182,289.06   148,286.52  

负债总额 55,045.30  69,741.64   74,980.48   46,637.30   33,250.00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121,202.89  182,795.13   164,451.59   135,541.88   115,036.52  

3、生产经营情况 

通拓科技主营业务围绕跨境电商板块展开，具体通过 eBay、亚马逊、速卖通、

Wish、TOMTOP 自有网站等多种电商平台，采用买断式自营的方式将中国优质

商品直接销售给海外终端消费者。公司跨境电商板块积极拓展业务布局，形成了

“跨平台”、“跨品类”、“跨语种”、“跨币种”的立体式业务结构。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通拓科技 100%股权后，通拓科技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自 2018 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全球经济特

别是全球贸易的增长面临着不断下行的压力。加之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2019

年跨境电商行业的增速明显放缓，通拓科技所从事的跨境电商业务受全球进出口

贸易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导致其 2018 年以来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4、效益贡献情况 

通拓科技效益贡献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52,580.32 748,387.20  579,033.12  401,667.44  362,633.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3,060.28  17,582.67  28,705.19  22,114.23  20,216.76 

5、盈利预测以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业绩承诺事项 

2017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与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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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通维投资”）、邹春元、廖新

辉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

协议”），通维投资、邹春元、廖新辉承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度深圳市

通拓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20,000 万元、28,000 万元和 39,20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业绩事项 承诺业绩 实际业绩 差异 完成率 

2017 通拓科技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00.00  20,216.76  216.76  101.08% 

2018  28,000.00  22,114.23  -5,885.77  78.98% 

2019  39,200.00  28,705.19  -10,494.81  73.23% 

合计 87,200.00  71,036.18  -16,163.82  81.46% 

（2）业绩补偿情况 

2017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与通维投资、邹春元、廖新辉签订业绩补偿协议，

如通拓科技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廖新辉、邹春元及通维投资应在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公司审计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

付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

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净利润数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利润数确定。 

①2018 年业绩补偿情况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

案》。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就承诺方 2018 年度业绩补偿事项需要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20,164,026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1.74%，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1.00 元。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出具的《过户登记

确认书》，业绩承诺方持有公司的 20,164,026 股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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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

销所回购的 20,164,026 股股份，并及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②2019 年业绩补偿情况 

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2021 年 8 月 19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就承诺方 2019 年度业绩补偿事项需要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37,328,847 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3.27%。业绩承诺方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质押给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因其目前经济状况有限，无法立

即解除前述质押，为了通拓科技的持续发展及团队的稳定性，同时保证业绩补偿

承诺得到切实履行，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积极与通维投资、

邹春元、廖新辉就补偿事项展开了沟通和谈判，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以分期三年回购注销其应补偿股份的

方式使其履行相应补偿义务，比例分别为应补偿股份数量的 40%、40%、20%。 

2022 年 8 月 3 日，由于业绩承诺方在国信证券的股票质押合约已到期，业

绩承诺方与质权人国信证券以及第三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在本

次限售股解限售后，业绩承诺方将部分股份向第三方进行转让，所得款项优先偿

还业绩承诺方与国信证券的质押融资协议项下的本金金额；国信证券在收到上述

款项后，将协助业绩承诺方对 37,328,847 股应补偿股份进行解质押，以便其完成

对通拓科技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同时业绩承诺方向公司出具《承诺函》

承诺：违约处置所得优先用于偿还国信证券质押债务，以便国信证券能够额外解

除质押 37,328,847 股。质押解除后，业绩承诺方一次性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办理注销手续。 

2022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议案》。2022 年 9 月

2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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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业绩承诺方持有公司的 37,328,847 股股份已过户至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所回购的 37,328,847 股股份，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

关事宜。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九、前次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节余募集资金 3,333.11 万元（包含银行利息收益，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3 日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附件1.

编制单位：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支付购买通
拓科技100%
股权涉及的
现金对价

支付购买通
拓科技100%
股权涉及的
现金对价

  27,472.14    27,472.14    27,472.14    27,472.14    27,472.14    27,472.14           - 已结项

2
支付相关交
易费用

支付相关交
易费用

   7,000.00     6,429.86     3,105.66     7,000.00     6,429.86     3,105.66     -3,324.20 已结项

3       -
补充流动资
金

        -          -     3,333.11          -          -     3,333.11      3,333.11           -

  34,472.14    33,902.00    33,910.91    34,472.14    33,902.00    33,910.91         8.91          -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总额：33,902.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3,90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3,902.00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的差异系银行利息。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9年：33,902.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合计



附件2.

编制单位：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1

支付购买通拓科
技100%股权涉及

的现金对价
不适用

通拓科技承诺2017年至2019年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分别为20,000万元、

28,000万元和39,200万元

20,216.76 22,114.23 28,705.19 71,036.18 否

2
支付相关交易费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实际投资项目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注3]

注：2017年-2019年，通拓科技业绩完成率分别为101.08%、78.98%和73.23%；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购买通拓科技
100%股权所涉及的相关交易费用，不直接产生效益。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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