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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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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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6元(含税)，共计45,192,363.60元，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在本分配方

案实施前，若总股本因股权激励限制性股份回购注销等原因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

则，对分红总金额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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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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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飞 寇英步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

（博彦科技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

（博彦科技大厦）

电话 010-62980335 010-62980335

电子信箱 IR@beyondsoft.com IR@beyondsof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业务涵盖研发工程服务、产品及解决方案和IT

运营维护等。

1、研发工程服务

公司已在产品研发、产品测试和软件产品全球化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品牌优势。其中，在产品研发方

面，公司涵盖整个产品开发生命周期，包括需求分析、概念设计、架构设计、产品开发、功能扩展、产品测试、

项目跟踪、项目评估；在产品测试方面，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专门的产品测试服务，按照测试计划的要求，开

发、测试、验证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稳定性、可用性等各种特性，以保障产品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在

软件产品全球化方面，公司从技术层面支持多语种特性在软件中的应用，将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特性及展示

形式表现在产品中，并实现本地化。

2、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依托遍及中国的交付中心，基于自有知识产权优势，为众多行业客户提供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经

过多年的IT服务实践和积累，拥有了具有行业经验丰富、技术储备深厚的团队。同时，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

优势和研发团队开发了面向特定行业以及应用需求的产品及解决方案。通过这些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能

够为特定行业客户开发适合于其业务需求的系统，以满足业务流程的要求。此外，由于采用成熟的解决方

案，公司还能够帮助提高IT应用的效率和质量。

公司依托强大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广泛采用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技术，提供包括大数据管

理平台、企业风险预警及舆情监测系统、智能运维服务、智能自动化测试平台、物联网服务平台在内的多种

产品及服务，为高科技、互联网、金融、交通、物流、汽车、医疗、电信、能源、消费电子和商业零售等行业客户

提供丰富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3、IT运营维护

经过广泛的项目经验积累，公司充分了解IT运营维护市场需求，能够快速、高效、系统地完成应用开发

和维护、IT基础设施管理和运营维护、企业应用的IT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其中，在应用开发和维护方面，公司

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IT应用软件开发、定制化及后期维护服务，提供从应用软件系统架构设计、系统开

发、测试到应用软件系统维护升级和运营维护等服务，动态适应客户业务和需求的变化；在IT基础设施管理

和运营维护方面，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操作系统运营维护、硬件系统运营维护、网络运行维护与支持、桌面

支持、信息安全管理等服务；在企业应用的IT服务方面，公司为客户提供架构、配置、设计、编码等持续的技

术支持和维护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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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2,882,963,212.93 2,250,498,129.79 28.10% 1,933,996,05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709,832.55 217,644,511.93 1.87% 117,179,84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878,057.98 176,902,581.67 -7.93% 116,319,33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064,760.71 169,846,751.78 -13.41% 178,071,03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2 0.426 -0.94% 0.2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2 0.420 0.48% 0.2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7% 10.95% 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6.07%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3,349,597,945.55 2,873,813,160.87 16.56% 2,665,725,85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5,130,670.66 2,113,245,362.18 14.76% 1,860,732,074.5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9,774,084.42 666,194,423.10 758,392,610.82 868,602,09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88,772.72 46,117,430.89 89,958,224.66 54,245,40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60,012.47 35,948,093.28 45,239,247.07 51,030,70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24,293.22 -75,698,079.06 86,782,181.81 186,704,951.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40,4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35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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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 境内自然人 10.99% 57,741,816 43,306,362 质押 34,118,075

马强 境内自然人 7.64% 40,159,210 33,119,407 质押 11,917,800

张荣军 境内自然人 6.82% 35,860,983 26,895,737 质押 3,726,000

龚遥滨 境外自然人 3.63% 19,088,831

梁润升 境内自然人 1.25% 6,551,783

何永前 境内自然人 0.96% 5,051,808

孙慧正 境内自然人 0.70% 3,690,830

许煜 境内自然人 0.63% 3,322,800

张荣芳 境内自然人 0.63% 3,300,0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61% 3,228,4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张荣芳女士与张荣军先生为姐弟关系，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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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何永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

051,808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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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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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8年，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进一步聚焦主业、加强研发、优化结构，实现稳健发展。

1、聚焦主业、稳健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3.50亿元，同比增长16.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4.25亿元，同

比增长 14.76%；营业收入28.83亿元，同比增长28.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22亿元，同比增

长1.87%。

在传统业务方面，公司持续优化技术能力，运用新兴技术改造原有优势业务流程，提高运营效率，优化

服务质量；针对市场变化及客户需求，公司提升业务内涵，开拓新行业，发展新客户；深化与境内外大客户的

合作，增强服务粘性，稳定占有率，与客户共同成长；围绕公司战略，在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地区设立海外分

支机构，发挥既有优势，探索新型业务模式，扩大服务半径。报告期，公司传统业务稳步增长。

2018年度，公司继续培育新业务、新模式、新技术。公司物联网解决方案逐步完善。结合物联网发展的趋

势和实际应用场景，公司不断扩充平台的业务能力和支持范围。公司在大数据、物联网的研发服务等方面继

续拓展。此外，公司在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应用领域也展开了有益探索。在大数据领域，公司深化优势，

进一步提炼、整合、优化现有技术，降低客户业务应用门槛；巩固舆情监控平台、数字营销平台市场地位，在

农业、旅游等新行业领域展开应用。

2、加大投入、完善体系

报告期，公司把握技术发展趋势，立足战略定位，优化梳理现有业务技术，在大数据、工业物联网、新零

售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模块技术等领域进行研发投入；有机整合服务体系，利用标准化流程，并应用大数据

等新兴技术降低客户服务成本；完善公司研发体系，提升研发效率，加强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

入168,916,716.23元，同比增加24.2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持有软件著作权近783件，已获授和取得受理通

知书的专利近40件。

3、深耕市场、加强销售

2018年度，公司梳理了业务发展脉络，并基于不同区域市场的特点、不同业务线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市场策略，进一步优化加强了销售体系。对于国内市场，公司优化传统业务结构，在原有

积累基础上，加强完善销售体系，拓宽销售通路；针对北美和日本等海外市场，公司在巩固已有业务优势的

同时，紧跟市场需求，不断发掘与客户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公司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积极探索沿线国家

开展业务的可能性和市场空间，为现有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4、提升能力、稳健发展

公司经多年积累，业已拥有兼备人才、技术及全球化布局优势的高效交付团队。面对国际形势多变、市

场竞争加剧、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公司于报告期内启动对数据治理、IT运维、园区运营、舆情、数据标注等

业务的升级工作，进一步提升交付能力和交付质量，确保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5、优化结构、提升效益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统筹安排，公司于报告期内出售了参股公司股权，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

结构，提高运营及管理效率，提升企业价值。此外，公司对美国全资公司实施增资，提升其业务运营水平和抗

风险能力，增强公司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6、优化融资、助力升级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计划募资57,581.52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和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解决方

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等项目。可转债的成功发行将进一步帮助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技术优势、强化研发

能力、巩固行业地位，为公司长期、稳定、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加强互动、保障权益

公司历来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持续搭建沟通平台，完善沟通机制。报告期，公司密切关注投

资者邮箱、咨询热线、互动易、微信小程序等多渠道多交流的接待、沟通工作，有效维护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

期、稳定的良好关系，加强了投资者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保障了全体股东权

益。

8、加强学习、完善治理

报告期，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公司治理的有

效性。报告期，公司多次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学习新法规、新政策，积极参加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组织、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各项培训，为完善治理、规范运作打下坚实基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IT运营维护 705,061,045.52 60,602,168.58 24.15% 49.07% 16.18%

下降了2.25个百分

点

产品及解决方案 822,849,703.77 71,738,745.36 23.06% 4.56% -10.64%

下降了8.86个百分

点

研发工程 1,317,778,998.35 114,282,063.11 23.47% 37.67% 9.83%

下降了3.98个百分

点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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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按照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实际，进一步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预计存货发出情况，对存货的发出计价方法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后，企业发出定制类存货的成本计量采用个别计价法，发出贸易类存货的成本计量采用先进先出法。本次会

计变更自 2018年10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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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5家，注销和吸收合并减少4家，详见财务报告附注“合并范

围的变更” 。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王斌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5日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要求，现将本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一)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78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2.00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55,000.00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2,750.00万元后，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1年12月29日分别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开立的账户 (账号为：1100� 1125�

7000� 5250� 3716)人民币20,768.90万元、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1370� 5151�

6010� 0252� 39)人民币8,948.60万元、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5713� 3220� 9012�

437)人民币5,174.00万元、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1109� 0669� 7010� 505)人民币17,

358.50万元，另扣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和网上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1,790.39

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50,459.6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1年12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1]2615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21,815.24万元，其中募投项目

支出21,121.54万元，693.70万元转至美国专门开设的BOA银行账户(账号：10207010� BOA-CN� 9870)专门保

管；利息收入1,003.83万元，另外收到募投专户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行转账42.51万元，已全部用于支

付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2)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9,255.21万元，其中募投项目

支出9,255.21万元；利息收入306.61万元。

(3)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5,422.49万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5,

422.49万元；利息收入248.49万元。

(4)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15,676.22万元；利息收入108.11万元。

2013年9月27日将账户余额42.51万元（包含在总支出中）转账至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募投

专户，用于支付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3.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8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根据BCI与TPG的股权收购协议，2015年的对价全款45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递延到2016年12月31日

以及2017年12月31日支付。2016年5月专门开设BOA�银行账户 (账号：10207010� BOA-CN� 9870) 用于TPG�

使用资金，本年度支付TPG股权收购款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6.71万元），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股权收购

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二)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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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已经本公司2012年1月1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2012年8月1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修订完善。根据《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对募集

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募集资

金到位后，2011年12月29日， 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

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招商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四个

专项账户，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存款账户为：11001125700052503716(已于2016年4月26

日销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存款账户为：137051516010025239(已于2014年6月18日销户)，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存款账户为：571332209012437(已于2014年9月18日销户)，招商银行北京双

榆树支行存款账户为：110906697010505(已于2013年9月29日销户)。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12年1月18日，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保荐机构” ），及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三家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定》。同日公司与博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新外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定》。上述监管协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按照上述监管协定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

扩建项目” 以及“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主要通过各实施主体下属事业部招聘业务人员、购置办公楼或

租赁办公场地以及购置相应设备来实施，为了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和集中统一管理，各子公司根

据使用计划先垫付项目资金，报公司总部审核批准后再由募集资金专户拨付到各子公司账户。

(三)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8年度《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依照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对“创新应用服务研发项目” 的规划，该项目实施后将增强公司在云计算、

金融信息服务等信息服务领域的技术储备，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品牌形象，从而将间接产生

经济效益。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其经济效益无法通过独立实施主体或独立产品等进行独立核

算。

(四)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2014年3月21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投项目用于

TPG100%股权收购事项的议案》，上述议案于2014年4月2日经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金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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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TPG�Consulting,LLC100%股权

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9,452.55

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4,547.45

合计 -- 14,000.00

本次拟变更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9,452.55万元和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4,

547.45万元，总计14,000.00万元募投项目资金，用于支付并购TPG100%股权的交易对价款。

2.本次部分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的原因

(1)行业方面的原因

近几年，公司所在IT服务外包行业经历着重要而深刻的行业变化。一方面，原有业务类型和交付模式，

受到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面临转型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员数量和规模的竞争，

已经被技术积累，行业解决方案能力方面的竞争所取代，成为影响未来行业格局的重要因素，为此，首先有

必要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人员数量增长的成长模式。其次，加大行业解决方案业务在公司业务中的比重。再

次，利用业务结构的调整提高人均产出和人均利润。同时，针对现有外包业务中离岸业务比例过高的问题，

需加大北美在岸业务的比重。最后，在内生性发展的同时，利用外延式扩张，迅速成长，摆脱传统的线性增长

的“老路子” 。基于行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判断，公司认为现有募投项目一定程度上落后

于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

(2)关于部分变更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的具体原因

博彦科技全国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主要是通过改造升级现有6个外包交付中心，并新设3个外包

交付中心，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的外包交付能力和产能。为配合交付网络的扩充，公司通过构建更有效率的统

一服务管理平台，保证和提升区域网点的统一管理能力和运作效率，通过建立集中式人才培训基地，系统化

的构建外包服务人才的长效供给体系。

截至目前，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已改扩建全国6个外包交付中心。2012年8月通过并购大展6家子公司，

公司在全国的交付网络得到进一步扩充，并新增大连交付中心。与此同时，公司升级和改造以集团为中心的

统一管理平台，并在无锡等设立人才培训基地，保证了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截至募集资金变更前，公司

正式员工已经由上市之初的4,893人，扩充到7,600余人，公司设定的扩充产能的目标客观上已基本实现。

(3)关于部分变更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设立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以武汉测试基地为中心，整合和扩充公司测试外包业

务的规模，保持行业竞争优势，从项目可行性研究到目前，已有3年多的时间。然而近一两年来，IT服务外包

行业在经历转型的变化。首先，传统测试业务已经不是行业竞争的重点，IT服务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正在朝

着高端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方向转变；其次，随着社会劳动成本的上涨，传统的测试业务的毛利率承受

着持续下滑的压力，测试业务本身迫切面临着业务转型升级的要求，现有测试业务的规模和布局与当前的

国内测试业务的发展趋势、公司战略以及客户的需求基本适应。公司认为有效缩减该业务领域的持续投入，

将有限的资源通过并购的方式迅速在行业竞争的高端领域进行布局，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与股东的长远利

益。

3.变更后原有募投项目的实施规划

(1)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变更后的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仍由公司继续实施，截至2013年12月31日，募投账户余

额11,420.55万元（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万元和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募投项目变更金

额9,452.55万元（支付并购TPG100%股权的交易对价款）后，全部用于持续投入该项目（包括募集资金后期

产生利息收入），项目实现达产后预计全年实现新增1,637万元的利润。

(2)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后的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仍然主要由公司武汉子公司继续实施，截至2013年12月31日，募投账

户余额4,730.64万元 （包括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扣除募投项目变更金额4,547.45万元 （支付并购

TPG100%股权的交易对价款）后，全部用于持续投入该项目（包括募集资金后期产生利息收入），项目实现

达产后预计全年贡献855万元的利润。

此次部分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并用于收购TPG100%股权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

荐人均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进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2、2014-028。

4.变更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业务类型多元化。TPG作为一家专业的软件和IT商业服务供应商，专长于商业门户网站管理、商业网

站门户架构开发、UX策略设计、商业大数据挖掘分析等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TPG的专业团队通过采集分

析最终用户数据，针对最终用户接收的信息进行测试，分析最终用户的需求与消费体验，从而提出整套的BI

解决方案，有针对性地满足企业客户在诸如广告投放，客户体验提升等方面的商业需求。本次收购成功之

后，这些新的业务领域将是对公司现有的业务领域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公司向价值链前端延伸业务布局，提

高在高附加值行业应用领域和IT商业咨询服务方面的业务能力。

(2)完善北美市场布局。北美地区一直是全球IT服务的最大市场。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提高在北美地区

的业务比重。

(3)有利于补充战略性客户。TPG拥有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客户，例如Toyota� Motor� Sales,USA,INC。这

些战略性客户的引入，有利于公司以TPG现有业务及客户资源为切入点，未来深度挖掘客户需求，以点带面

的推动公司业务在北美地区的拓展和同类业务在国内市场的推广。

(4)人才的引进。TPG拥有一个具有高学历、高经验、高人均产出的美国本土专业团队，人力资本价值很

高。TPG的核心技术人员具有10至15年的相关从业经历，为众多知名国际企业提供过服务。本次并购可以帮

助公司获得国际高端人才，吸收行业先进经验。

(5) 有利于公司实现业务战略转型升级。 本次并购是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及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步骤之

一。有利于公司在企业BI服务领域和商业大数据挖掘、分析及应用领域走在国内同行的前列，有利于继续加

大公司在行业应用及解决方案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整体人均产出和人均利润的提高。

(五)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本年度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的情况。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536号文核准，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不超过2,100万股，本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54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6.00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040.00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1,190.00万元后,主承销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账号：1100� 1045�

3000� 5302� 8389）人民币38,850.00万元。另扣减审计费、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及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用

229.20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38,620.8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并于2013年12月24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3]3091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20,804.80万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20,

804.80万元；利息收入95.77万元。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13,812.96万元，其中募投项目

支出13,508.53万元，304.43万元补充用于支付并购TPG100%股权交易对价款变更募投项目； 利息收入21.38

万元。

(3)招商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总支出4,122.60万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4,122.60

万元；利息收入2.41万元。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分别于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行（账号：1100� 1045�

3000� 5302� 8389）、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账号：1109� 0669� 7010� 888）、招商银行北京双榆

树支行（账号：1109� 0669� 7010� 306）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三个募投项目，即博彦科技

软件园研发中心暨交付基地建设项目、支付收购大展 6�家子公司股权的部分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中国

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行为博彦科技软件园研发中心暨交付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于2015年9月1日注

销该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为支付收购大展 6�家子公司股权的部分价款项目募

集资金专户，于2016年5月19日注销该资金专户。招商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为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

于2014年3月28日注销该资金专户。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14年1月20日，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保荐机构” ），及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分行、招商银行北京双榆树支行三家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定》。上述监管协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8年度《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3。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根据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所披露的“补充流动资金”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公司通过本次

募集的流动资金，为行业快速发展做好准备；借助现有品牌和业务优势，通过扩大公司规模和加强新客户的

开发等手段继续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同时，为把握及参与软件外包行业未来的整合趋势，赢

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做好充分的准备，公司必须进一步做好资源准备。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其经

济效益无法通过独立实施主体或独立产品等进行独立核算。

(四)2013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本年度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的情况。

附件1：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件3：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附件1

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459.6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6.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451.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7.74%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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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

1.博彦科技全国服务

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

建项目

是

20,

768.90

11,

316.35

12,278.81 108.51

2014年9月30

日

5,073.92 是[注1] 否

2. 武汉测试基地建设

项目

是 8,948.60 4,401.15 4,707.76 106.97

2014年9月30

日

1,277.40 是[注2] 否

3.博彦科技创新应用

服务研发项目

否 5,174.00 5,174.00 5,422.50 104.80

2014年9月30

日

一一 不适用 否

4.收购TPG�Consulting,

LLC100%股权项目

是

14,

000.00

326.71[注3] 14,365.91 102.61 [注3] 一一 不适用 否

募投项目小计 一一

34,

891.50

34,

891.50

326.71 36,774.98 一一 一一 6,351.32 一一 一一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951.0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2.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9,682.71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3. 补充博彦科技全国

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

络扩建项目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42.51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15,676.22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合计 一一

34,

891.50

34,

891.50

326.71 52,451.20 一一 一一 6,351.32 一一 一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在不违背招股说明书中对超募资金的使用约定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为了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公司财务成本，满足公司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本着有利于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原则下：

①公司2012年2月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同意以超募资金5,

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超募资金5,951.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在2012

年2月9日，已将超募资金5,951.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公告，公告

编号2012-005。

②公司2012年8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同意以超募资金4,

617.11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共计4,682.71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2012年8月

23日已将4,682.71万元从超募账户转至一般经营账户。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公告，公

告编号2012-037。

另外，公司2012年8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时，公司超募资金

及其产生的利息共计4,682.71万元，属于公司账面余额，未包含银行尚未计算利息部

分。

2012年8月14日至2013年6月30日， 超募资金账户又陆续收到存款利息42.36万

元，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前将其中42.10万元转入公司经营账户。

2013年超募资金账户收到基本户还回利息款共计42.23万元，2013年9月27日将

账户余额42.51万元转账至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募投专户， 用于支

付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并于2013年9月29日注销该超募

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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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国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主要是通过改造升级现有6个外包交付中心，并

新设3个外包交付中心，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的外包交付能力和产能。为配合交付网络

的扩充，公司通过构建更有效率的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保证和提升区域网点的统一

管理能力和运作效率，通过建立集中式人才培训基地，系统化的构建外包服务人才

的长效供给体系。变更项目前，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已经改扩建全国6个外包交付

中心。2012年8月通过并购大展6家子公司，公司在全国的交付网络得到进一步扩充，

并新增大连交付中心。与此同时，公司升级和改造以集团为中心的统一管理平台，并

在无锡等设立人才培训基地，保证了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全国外包交付中心网

络扩建项目募集资金总额20,768.90�万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累计已投入10,

213.65�万元，募投账户余额11,420.55万元。

(2)公司设立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以武汉测试基地为中心，整

合和扩充公司测试外包业务的规模，保持行业竞争优势。从项目可行性研究到变更

项目前，已有3年多的时间。然而近一两年来，IT服务外包行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首

先，传统测试业务已经不是行业竞争的重点，IT服务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正在朝着

高端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方向转变。其次，随着社会劳动成本的上涨，传统的测

试业务的毛利率承受着持续下滑的压力。测试业务本身迫切面临着业务转型升级的

要求。现有的测试业务的规模和布局与当前的国内测试业务的发展趋势，公司战略

以及客户的需求基本适应。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募投资金总额8,948.60�万元，截

至2013年12月31日，累计已投入4,461.99�万元，募投账户余额4,730.64�万元。

(3)根据2014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2014年4月2日召

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变更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募投账户余额中的9,452.55万元和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截止

2013年12月31日募投账户余额中的4,547.45万元，总计14,000.00万元募投项目资金，

调整为收购TPG�Consulting,LLC100%股权项目，用于支付并购TPG100%股权的交易

对价款，将有限的资源通过并购的方式迅速在行业竞争的高端领域进行布局，符合

公司的整体战略与股东的长远利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自有资金7,696.10万元,其中：

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已投入3,682.08万元，武汉测试基地

建设项目已投入4,014.02万元。公司于2012年3月21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前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7,

696.10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出具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后起不超过6个月。此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2013

年4月2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0,000�万元一次性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年4月8日召开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继续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以上决议，公司在2013年4月26日以10,

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不

超过12个月。此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

荐人均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2014年3月18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10,000�万元一次性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原“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建设期3年，承诺投资

总额20,768.90万元，预计完全达产后年均新增营业收入54,201�万元，年均新增净利润6,578.92万元，变更后

的“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为11,316.35万元，变更后预计项目实现达产后全

年实现新增利润1,637万元。2018年度实现效益5,073.92万元。

注2：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原“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期3年，承诺投资总额8,948.60万元，完全

达产后年均新增营业收入18,495.10万元，年均新增净利润3,373.69万元，变更后的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承

诺投资总额4,401.15万元， 变更后预计项目实现达产后全年贡献855万元的利润。2018年度实现效益1,277.40

万元。

注3： 根据BCI与TBG的股权收购协议，2015年的对价全款45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递延到2016年12月

31日以及2017年12月31日支付。2016年5月专门开设BOA�银行账户 (账号：10207010� BOA-CN� 9870) 用于

TPG�使用资金，本年度支付TPG股权收购款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6.71万元），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股

权收购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附件2

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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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收购TPG�

Consulting,

LLC100%股权

项目

博彦科技

全国服务

外包交付

中心网络

扩建项目

14,000.00 14,000.00 326.71 14,365.91 102.61 [注1] 一一 不适用 否

武汉测试

基地建设

项目

支付收购

大展 6�家

子公司股

权的部分

价款[注2]

合 计 一一 14,000.00 14,000.00 326.71 14,365.91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

目)

2014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

更募投项目用于TPG100%股权收购事项的议案》，上述议案于2014年4月2日经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2。本次变更博彦

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9,452.55万元和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4,

547.45万元，总计14,000.00万元募投项目资金，用于支付并购TPG100%股权的交易

对价款。

本次部分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的原因如下：

（1） 行业方面的原因

近几年，公司所在IT服务外包行业经历着重要而深刻的行业变化。一方面，原

有业务类型和交付模式，受到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面临转型

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员数量和规模的竞争，已经被技术积累，行业解决方案能

力方面的竞争所取代，成为影响未来行业格局的重要因素，为此，首先有必要改变

传统的单纯依靠人员数量增长的成长模式。其次，加大行业解决方案业务在公司业

务中的比重。再次，利用业务结构的调整提高人均产出和人均利润。同时，针对现有

外包业务中离岸业务比例过高的问题，需加大北美在岸业务的比重。最后，在内生

性发展的同时，利用外延式扩张，迅速成长，摆脱传统的线性增长的“老路子” 。基

于行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判断，公司认为现有募投项目一定程

度上落后于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

（2） 关于部分变更博彦科技全国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的具体原因

博彦科技全国外包交付中心网络扩建项目主要是通过改造升级现有6个外包

交付中心，并新设3个外包交付中心，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的外包交付能力和产能。为

配合交付网络的扩充，公司通过构建更有效率的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保证和提升区

域网点的统一管理能力和运作效率，通过建立集中式人才培训基地，系统化的构建

外包服务人才的长效供给体系。

截至目前，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已改扩建全国6个外包交付中心。2012年8月

通过并购大展6家子公司，公司在全国的交付网络得到进一步扩充，并新增大连交

付中心。与此同时，公司升级和改造以集团为中心的统一管理平台，并在无锡等设

立人才培训基地，保证了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截至募集资金变更前，公司正式

员工已经由上市之初的4,893人，扩充到7,600余人，公司设定的扩充产能的目标客

观上已基本实现。

（3） 关于部分变更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设立武汉测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以武汉测试基地为中心，整合

和扩充公司测试外包业务的规模，保持行业竞争优势，从项目可行性研究到目前，

已有3年多的时间。然而近一两年来，IT服务外包行业在经历转型的变化。首先，传

统测试业务已经不是行业竞争的重点，IT服务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正在朝着高端

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方向转变；其次，随着社会劳动成本的上涨，传统的测试

业务的毛利率承受着持续下滑的压力，测试业务本身迫切面临着业务转型升级的

要求，现有测试业务的规模和布局与当前的国内测试业务的发展趋势、公司战略以

及客户的需求基本适应。公司认为有效缩减该业务领域的持续投入，将有限的资源

通过并购的方式迅速在行业竞争的高端领域进行布局，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与股

东的长远利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1： 根据BCI与TBG的股权收购协议，2015年的对价全款45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递延到2016年12月

31日以及2017年12月31日支付。2016年5月专门开设BOA�银行账户 (账号：10207010� BOA-CN� 9870) 用于

TPG�使用资金，根据此协议，本年度支付TPG股权收购款50万美元，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股权收购款已全

部支付完毕。

注2：支付收购大展6家子公司股份的部分价款项目总计募集资金13,791.58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已

使用13,508.53万元，结余303.28万元。结余形成的主要原因为：收购协议规定，股权转让款以美元支付，实际

付款汇率低于非公开发行时测算汇率，以及账户产生少量利息收入。截止2016年4月21日该账户于2016年新

增利息收入1.15万元，总计余额304.43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将账户余额304.43万元转至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上地支行，补充用于支付并购TPG100%股权交易对价款变更募投项目，并于2016年5月19日注销该募集

资金专户。

附件3

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620.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一一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一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740.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一一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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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

1.博彦科技软件园研

发中心暨交付基地建

设项目

否

20,

709.03

20,

709.03

20,804.80 100.46

2014年10月31

日

3,436.91 是[注1] 否

2.支付收购大展 6�家

子公司股权的部分价

款

否

13,

791.58

13,

791.58

13,508.53 97.95 2014年2月27日 一一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4,120.19 4,120.19 4,122.60 100.06[注2] 一一 一一 一一 否

募投项目小计 一一

38,

620.80

38,

620.80

38,435.93[注

3]

一一 一一 3,436.91 一一 一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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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自有资金13,611.96万元,

其中：博彦科技软件园研发中心暨交付基地建设项目已投入8,473.52万元，支付收购

大展6家子公司股权的部分价款5,138.44万元。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前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13,611.9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支付收购大展6家子公司股份的部分价款项目总计募集资金13,791.58万元，截止

2015年12月31日已使用13,508.53万元，结余303.28万元。结余形成的主要原因为：收

购协议规定，股权转让款以美元支付，实际付款汇率低于非公开发行时测算汇率，以

及账户产生少量利息收入。

支付收购大展6家子公司股权的部分价款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截止

2016年5月29日余额共计304.43万元（2016年账户利息收入1.15万元）补充用于支付

并购TPG100%股权交易对价款变更募投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博彦科技软件园研发中心暨交付基地建设项

目完成后，该基地年费用约 3,559.28万元，租赁房屋年费用 6,310.80�万元，平均月节约费用229.29万元。该

基地2018年度自用面积占总面积的64.27%，经测算，2018年度实际节约费用3,436.91万元，实际平均月节约费

用286.41万元。

注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承诺投资总额4,120.19万元，实际投资总额4,122.60万元，比承诺投资总额多投

入2.41万元，多投入金额为该募集资金账户收到的利息。

注3：支付收购大展6家子公司股权的部分价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截止2016年12月31日余额共

计304.43万元补充用于支付并购TPG100%股权交易对价款变更募投项目，因此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比

截至期末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多304.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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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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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彦科技” ）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50名原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82.98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实施股权激

励回购注销事宜，故前述回购注销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2015年11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15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年12月7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及《关于将王斌、马强作为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

2015年12月15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激励对象王驰宇、陈晟、崔骥、王姝等4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董事会决定将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05人调整至301

人，授予数量不变，仍为1,000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5.96%。授予价格为22.45元/股。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原激励对象袁翔因离职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以及

失去本次认购1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权利；原激励对象陈丽梅、刘晶晶、吕国用等共计3人，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认购合计2.2万股限制性股票。 因此， 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297名激励对象授予

996.8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5.95%。

2016年1月14日，公司完成了2015年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实际向297名激励对象授予996.8万股限制

性股票，上述股票已于2016年1月18日上市流通。

2016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徐文婷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万股限制性股票。上述股票已于2016年5月16日完成注销手续。

2016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决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

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9.7万股限制性股票。2016年8月22日，公司完成了

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6年9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

会决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李光千、徐刚、王柳芳、杨晓霞、张利辉、李志刚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6.3万股限制性股票。2016年12月1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7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

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于军辉、杨波、徐建平、黄璇、荆钺坤、吕晶、文劲松、黄

磊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7.9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271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手续，并于

2017年1月18日上市流通。

2017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禤觉明、王馨、

程琪、胡登军、李虎、李路、杨琨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16万股限制性股票。2017年5月19日，公司完成了对上

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7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

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韩超、汪建兵、毛秀兵、郑杨、朱丽宣、彭锋媛、王海军、

张春艳、谢茵翡、戴明高、杨雷、杨立才、罗华智、胡斌、陈鹏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93.87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7年10月17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7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

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杨家锦、张志飞、于坤元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3.32万股

限制性股票。2017年12月1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7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标的股票递延解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未满足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所

涉及标的股票进行递延解锁。

2018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回购注

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韩琦华、秦柳明、牛永鑫、陈思、富莉婷、张鹏、朱华琴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27.9万股限制性股票。2018年5月25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8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

决定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胡昌显、 葛晓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7.45万股限

制性股票。2018年5月25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同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23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

股票第二期解锁手续，上述股份于2018年4月17日上市流通。

2018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回购

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李京梅、宋晓萌、韩立明、梅成敏、陈忠美、陈涛、徐文胜、耿

蕾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9.62万股限制性股票。2018年11月6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

2019年3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

回购注销：因17名原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回购其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6,700股；因33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考核周期个人绩效结果为不达标，公司回购其第三个解锁期对应的限制

性股票683,100股。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购注销原因

1、原激励对象离职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17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八章“股权激励计划的终止

和变更”中“三、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33名原激励对象因第三个考核周期个人绩效结果为不达标，而不满足解

锁条件。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第五章“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中“个人业绩考核要求”中规定：“若激励对象上一个考核周期个人绩

效考核为‘C’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锁额度，该部分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决定回购其第三个解锁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于2016年1月14日共获授92.20万股限制性股票；2017年1月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271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

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手续，并于2017年1月18日上市流通；2018年3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23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手续，并于2018年4月17

日上市流通。

2017年6月5日，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7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根据激励计划“第五章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之“七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方法如下：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综上所述，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数量如下表：

回购原因 人数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权益分派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权益分派后）

本次回购

股数

不达标 33 759,000 2,277,000 683,100

离职 17 163,000 489,000 146,700

合计 50 922,000 2,766,000 829,800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29,800股， 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总额的

2.7749%和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579%。

（三）回购注销价格

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22.45元/股。根据激励计划“第九章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之“（三）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6年5月实施了2015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于2017年6月实施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18年6月实施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故本次对于原激励对象所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P= [22.45 （授予价格）-0.220863

（2015年度每股派息额度）-0.17(2016年度每股派息额度)]/3-0.083087� (2017年度每股派息额度)� =7.269959

元/股。

若在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过程中，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或缩股

等事项，应对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并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52,549.26万股变更为52,466.28万股，具体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105,325,056 20.04 -829,800 104,495,256 19.92

股权激励限售股 7,480,800 1.42 -829,800 6,651,000 1.27

高管锁定股 97,844,256 18.62 - 97,844,256 18.65

二、无限售流通股 420,167,544 79.96 - 420,167,544 80.08

三、总股本 525,492,600 100.00 -829,800 524,662,800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责。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已对本事项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下转B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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