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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联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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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等相关规定，对中国联通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22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037,354,292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83 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61,725,129,814.36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79,060,127.77 元 （ 不 含 增 值 税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61,546,069,686.59 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截至 2017

年10月26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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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7 日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700642 号《验资报告》。 

（二）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6,135,196,344.47 元，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36,624, 557,149.02 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以及对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利息收入累计人民币 27,871,091.77 元，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余额人民币 24,949, 383,629.34 元，其中人民币 24,947, 259,967.09 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123,662.25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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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制度》及《中国联通募集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规定，公

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单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24日与保荐机构及上述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与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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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运营公司”）、保荐机构及上述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该等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及各方已按协议相关

条款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以下募集资金专户以外，公司募集资金在其他

开户银行专户的余额均为零，以下募集资金专户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123,662.25

元。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灵境支行 0200013319200044
273 

417,849.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 348066007100 482,164.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 1100107070005300
0310 

449,571.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110902540210801 774,0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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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36,624,557,149.02

元，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亿元） 

募集资金累

计支付额

（亿元） 

其中：2017

年度直接支

付（亿元） 

其中：2017

年度置换预

先投入（亿

元） 

其中：2018

年度直接支

付（亿元） 

1 4G能力提升项

目 

398.16 359.63 65.80 37.92 255.90 

2 5G组网技术验 195.8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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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亿元） 

募集资金累

计支付额

（亿元） 

其中：2017

年度直接支

付（亿元） 

其中：2017

年度置换预

先投入（亿

元） 

其中：2018

年度直接支

付（亿元） 

证、相关业务使

能及网络试商

用建设项目 

3 创新业务建设

项目 

23.22 6.62 0.96 0.21 5.45 

合计 617.25 366.25 66.76 38.13 261.35 

募投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请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二）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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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期间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812,920,931.85 元。独立董事发表

了书面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达联通运营公司专项账户后的

闲置期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以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限）暂

时补充联通运营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发布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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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募集资金的公告》，明确截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联通运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及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70 亿元的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联通运营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24,947,259,967.09 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18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18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使用节余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6 

募集资金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联通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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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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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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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5.4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1.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1） 366.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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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 能力提升项目 无 398.16 不适用 331.95 255.90 359.63 27.68 108% 2018 年 注 2 不适用 否 

5G 组网技术验证、

相关业务使能及网

络试商用建设项目 

无 195.87 不适用 58.54 - - -58.54 0% 2020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创新业务建设项目 无 23.22 不适用 13.54 5.45 6.62 -6.92 49% 2018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617.25 不适用 404.03 261.35 366.25 -37.78 91% — 不适用 不适用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5G 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2018 年，5G 组网技术验证、

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主要推进重点城市规模试验，目前已在北京、天津、

广州、雄安、张家口等 17 个城市开展 5G 新技术试验。 

由于 3GPP 5G 标准协议不断迭代，在 2018 年 9 月和 12 月均做出修正，5G 相关网络设

备、终端、芯片的相应延后推出。根据 5G 设备内外场测试情况看，部分厂商各方面性能

尚不具备商用能力，5G 主设备成熟度有待提升，预计 2019 年二季度情况改善。中国联通

的 5G 网络将按照 2018 年聚焦测试，2019 年聚焦试商用，2020 年聚焦正式商用的节奏部

署。 

2018 年，尽管 5G 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进度受到客观因素

的影响，但公司在机房、核心网、基站配套改造、传输等方面开展大量准备工作，包括 5G

网络规划编制、配套改造指导意见等，为 2019 年及后续年度的规模商用储备资源。 

创新业务建设项目：一方面部分建设项目尚未进入资金支付阶段；另一方面为有效降低公

司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部分创新业务建设项目采用与战略投资者合作的方式进

行业务开拓，大幅降低了公司为达到同样业务目标而需要投入的固定资产建设项目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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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度公司未发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3,812,920,931.85 元置换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止期间 4G 能力提

升项目及创新业务建设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金额。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4,947, 259,967.09 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18 年度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812,920,931.85 元置换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止期间 4G 能力提升项目及创新业务建设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的金额。 

 

注 2：2018 年 1-12 月，4G能力提升项目实现收入 192.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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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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