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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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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

定，现将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仙鹤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520号）核准，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花旗”）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发行相结合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6,2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13.59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84,258万元，坐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4,755.48万元（不含税）后，主承

销商东方花旗于2018年4月13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国工商银行衢江支行

账户(账号为：1209260629049888836)人民币79,502.52万元。另扣减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和网上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431.93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78,070.5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8年4月13日出

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18]1686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投入为60,939.64万元，首发募

投项目结项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5,906.49万元，截止2018



 

年12月31日，首发结余募集资金余额为1,597.34万元(含结构性理财收益354.34万元、

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18.53万元)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仙鹤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于2018年

4月3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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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

行衢江支行 

12092606290498

88836 
795,025,200.00 -- 

已 销

户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衢州

支行 

13810078801000

000123 
226,225,900.00 9,263,693.93  

招商银行衢

州分行营业

部 

57090002541066

8 
80,000,000.00 -- 

已 销

户 

中国农业银 19799901040166 173,700,000.00 6,709,675.83  



 

行衢州分行

营业部 

666 

合计  1,274,951,100.0

0 
15,973,369.7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939.64万元（含置换的报告期内投资

金额）。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执行，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

需要，已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

4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9,105.43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仙鹤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3）。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关于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

〔2018〕2528号）。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5月4日全部置换完毕。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4月26日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

的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以上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报告期内，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滚动进行现金管理业务取得收益3,539,372.90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所有现金管理已全部收回。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委托机构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止时间 收益金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

州支行 

利多多对公

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

JG902 期 产

品 

100,000,000.00 
2018/5/2-

2018/8/1 
1,114,972.22 已收回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分

行 

“汇利丰”

2018 年 第

4715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产品 

50,000,000.00 

2018/5/3-

2018/8/2 
493,150.68 已收回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支

行 

“汇利丰”

2018 年 第

5169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产品 

50,000,000.00 
2018/8/8-

2018/12/18 
822,739.73 已收回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

州支行 

利多多公司

18JG1406 期

人民币对公

结算性存款 

100,000,000.00 
2018/8/7-

2018/11/5 
1,112,500.00 已收回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8年11月2日召开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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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募集资金账户除质保金

及工程尾款外的节余资金157,129,934.86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支付的质保金

及工程尾款合计18,346,453.07元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仙鹤股份关于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和《仙鹤股份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6日、11月20日、11月30日和2018年12月19日转出募集资

金金额9,991.76万元、7.22万元、0.93万元和5,906.58万元，累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5,906.49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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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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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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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计机

构，对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鉴

[2019]0928号《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鉴定报告》。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8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仙鹤股份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仙鹤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认为仙鹤股份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特此公告。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0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 年度 

编制单位：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070.5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939.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939.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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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10.8

万吨特种纸

项目 

    -    
  

30,078.00  

  

30,078.00  
30,078.00  30,078.00 

  

30,078.00  
         -    100.00 2018 年 8 月 2,178.10  否 否 

年产 5 万吨

数码喷绘热

转印纸、食

品包装原

纸、电解电

容器纸技改

项目 

    -    
  

30,622.59  

  

30,622.59  
30,622.59  19,932.44 

  

19,932.44 
  -10,690.15 65.09 2018 年 9 月 147.51  否 否 

常山县辉埠

新区燃煤热

电联产项目 

    -    
  

17,370.00  

  

17,370.00  
17,370.00  10,929.20  10,929.20     -6,440.80 62.92 2017 年 12 月 -537.09  否 否 

合计   78,070.59 78,070.59 78,070.59  60,939.64 60,939.64   -17,130.95 78.0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年产 10.8 万吨特种纸项目以及年产 5 万吨数码喷绘热转印纸、食品包装原纸、电解电容器纸技改项目为

2018 年 8、9 月整体完工投产，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同时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因此未达到全年预计效益； 

常山县辉埠新区燃煤热电联产项目属于常山县的公用热能项目，在年产 10.8 万吨特种纸项目以及辉埠工业

园区其他配套工业项目完全投产前，供电、供汽效率较低，因此未达到全年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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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执行，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已使用自有资金先

行投入募投项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9,105.43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仙

鹤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8〕2528 号）。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18 年 5月 4 日全部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分阶段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以上资金额

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可滚动使用。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赎回。 

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5,973,369.76 元。（包含募投项目部分质保金及工

程尾款）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