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
作为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关于公司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62 号）核准，珠江钢琴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88,861,787 股，珠江钢琴此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货币资金共计人民币 1,092,999,980.10 元，扣除各项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币 31,797,232.5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61,202,747.52 元。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于 2017 年 8
月 4 日出具《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623 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广州文化产业创新
创业孵化园项目、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目（二期）、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建设项目、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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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1

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32,000.00

25,800.00

2

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64,683.93

62,900.00

3

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建设项目

15,300.00

10,200.00

4

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5,000.00

1,1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9,300.00

9,300.00

126,283.93

109,300.00

合计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变更情况
（一）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内容
现根据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及实际建设情况，公司将延长募投项目实施
期限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1

广州文化产
业创新创业
孵化园项目

2

增城国家文
化产业基地 62,900.00
项目（二期）

25,800.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预计累计
使用金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实际累计
使用金额

5,500.00

61,600.97

110.69

33,590.14

2

变更内容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32,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
投资额为 25,800 万元，计划于 2017 年第三
季度开始施工，2020 年第一季度完成竣工验
收，现延迟到 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施工，
项目验收竣工时间与原计划保持一致，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完成，其他建设内容不变。
此外，拟将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100 万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入、银行利息
变更投入至本项目（截至 2018 年 4 月 8 日，
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理财收入及银行利息总额为 109,085.11 元）
，
募集资金投资额由 25,800.00 万元变更为
26,900.00 万元（该数据未含募集资金理财收
入、银行利息等）。
本项目原计划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完成，现
预计 2018 年第三季度完成，其他建设内容
不变。

序
号

3

4

项目名称

全国文化艺
术教育中心
建设项目

珠江乐器云
服务平台建
设项目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10,200.00

1,100.0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预计累计
使用金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实际累计
使用金额

4,141.81

907.50

变更内容

666.50

本项目原计划于 2019 年第一季度完成，现
延期至 2022 年度内完成，公司将根据各个
城市的市场行情及业务情况调整旗舰店、中
心店、艺术联考培训中心的面积，同时在募
集资金使用额度内增加对社区店、广东省珠
三角地域的直营店的建设投入。

0.00

本项目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已完成项目初期
建设，不再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拟将本项目 1,100 万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
入、银行利息变更投入至募投项目“广州文
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二）本次变更的原因
1、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对公司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
南本部厂区进行改造，本部厂区将整体搬迁至广州市增城厂区，由于目前本部厂
区尚未完成搬迁工作，致使该项目动工时间推迟。本项目建设内容不变，为尽快
完成项目建设，公司已做了充分的筹建工作，待厂区搬迁完成后尽快启动建设工
作，预计项目完成时间与原计划一致。
2、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目（二期），由于受到气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项目建设进度未及预期，该项目原计划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完成，现预计于 2018
年第三季度完成，其他建设内容不变。
3、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包括在广州、
北京、上海等国内主要省会中心城市建设 3 家珠江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店、12 家
艺术教育旗舰店，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建设 5 家艺术联考培训中心。
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建设项目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文化教
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教育公司”）实施，具体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建
设艺术教育培训直营店、加盟社区店和教育管理服务体系，同时整合珠江钢琴艺
术板块投资资源和相关业务资源，形成从内容、渠道和互联网平台一体化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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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在北京、广州、佛山、济南、福州建立了
教育直营店，艺术教育加盟店已达 600 家，其中：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分别在北京建立 1 家中心店，在广州、佛山建立 2 家旗舰店。近年经过市场论证，
目前公司延迟对外开设直营店的实施期限，以现有直营店为实验基地，重点研究
教学管理体系、师资引入及培训考核体系、教育品牌输出体系，待体系搭建成熟
后，公司将教学模式迅速复制到全国。此外，公司将根据各个城市的市场行情及
业务情况调整旗舰店、中心店、艺术联考培训中心的面积，同时在募集资金使用
额度内增加对社区店、广东省珠三角地域的直营店的建设投入。该项目原计划于
2019 年第一季度完成，现延期至 2022 年度内完成。
4、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根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是聚
焦钢琴后服务存量市场，沿着钢琴后服务价值链，围绕钢琴、客户及用户，展开
互联网业务场景构建。本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广东琴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琴趣科技”）以其注册资本方式投入，琴趣科技全体股东以货币资金按
持股比例出资，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出资。其中，珠江钢琴 2,750
万元出资额中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 1,100 万元，其余部分以自有资金投入。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而琴趣科技于 2016 年 6 月成
立并迅速拓展业务。该项目建设内容不变，已完成了初期建设工作，开发了“91
琴趣”、
“91 调律、
“钢琴云学堂”等钢琴用户工具，后续准备对外融资引入战略
投资者及互联网专业人才团队，计划不再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投资总额为 32,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为 25,800 万元。公司拟将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100 万元募集资金
及理财收入、银行利息变更投入到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截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理财收入及银行利息总
额为 109,085.11 元）。
变更手续完成后，公司将注销“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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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变更的影响
1、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延迟实施期限
本次募集资金投项目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增城国家文化产业
基地项目（二期）延迟实施期限，不影响项目原有的投资方案，项目建设的基本
内容与原计划一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投资收益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周期推迟、变更部分建设内容、调
整部分实施地点
本次变更是公司基于进行充分市场论证之后的举措，项目调整为确保项目顺
利进行，达到募投项目预期目标，符合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3、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资金用途变更
公司拟将原用于募投项目“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变更投
入到募投项目“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项目调整主要是基于珠江
乐器云服务平台现在已经完成初步建设，相关业务获得市场一定认可并准备启动
对外融资。而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投资总额为 32,000 万元，募集
资金拟投资额为 25,800 万元，为确保该项目顺利进行，达到募投项目预期目标，
拟将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资金及银行利息、理财收入变更投入至广州文
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符合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履行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保荐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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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2、珠江钢琴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具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符合公司生产
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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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及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宁湘

李秋雨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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