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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及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532号文)核准，2011年12月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
币10.90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90,3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款计人民币984,270,000元，
扣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和承销费人民币31,512,370元后的股票发行净收入计人民币
952,757,630元。
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账户中：
开户行

账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公庙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华富支行
合计

10850000000233534
10850000000233657
757558421032
443066010018010127344
000120864140
00392518000120109062612
102012516010013251

金额（人民币元）
264,079,641.00
238,677,989.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0,000.00
952,757,630.00

上述发行收入在扣除律师费、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2,130,000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50,627,630 元。上述募集资金实收情况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验证，并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2011]01020346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47,567,508.21 元，其中以前
年度累计使用人民币 942,130,698.66 元，2019 年上半年使用人民币 5,436,809.55 元。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40,748,397.80 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净利息收入结余计人
民币 37,688,276.01 元)，存放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等七个银行专用账户
中：

开户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账号
10850000000233534
1085000000023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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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人民币元)
6,384.93
260,877.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公庙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华富支行
合计

758860233147
443066010018010127344
000120864140
00392518000120109062612
102012516010013251

3,710,519.75
100,109.10
5,639.53
26,198.81
36,638,668.53
40,748,397.80

注：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系统升级，2012 年度此募集资金存款账户的
账号由 757558421032 变更为 758860233147。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456 号)核准，公司 2013 年 12 月 1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每张人民币 100 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 16,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计人民币
1,600,000,000 元，扣除保荐和承销费共计人民币 36,800,000 元后，公司实际收到上述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563,200,000 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2,754,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60,446,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 310545
号验资报告。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账户中：
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富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合计

账号
761461971979
622-021574-011
102012511010000360
337110100100269416
11014560188899

金额(人民币元)
273,560,000.00
145,570,000.00
382,010,000.00
381,030,000.00
381,030,000.00
1,563,200,000.00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1,291,222,570.33 元，其中以前年
度累计使用人民币 1,281,027,745.65 元,2019 年上半年使用人民币 10,194,824.68 元，扣除 2019
年上半年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元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
币 193,013,958.40 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净利息收入人民币 23,790,528.73 元)，存放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等五个银行专用账户中：
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富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合计

账号
761461971979
622-021574-011
102012511010000360
337110100100269416
11014560188899

金额(人民币元)
2,400,324.03
655,494.55
73,486,765.79
1,246,986.68
115,224,387.35
193,013,958.4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
《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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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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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公司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就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等开户行于2011年12月15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就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分别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华富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以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注)
签订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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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履行均未发生违规问题。
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辖属营业网点，为
非独立法人金融经营机构，无权独立签订合同，因此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
部开立账户(账号：11014560188899)所需签订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责签署。
三、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自 2011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8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深圳市天然
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金额计人民币 18,352.15 万元。为进一步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2012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352.15 万元。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
的情况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出具了德师报(核)
字(12)第 E0001 号《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由募集资金对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人民币 18,352.15 万元的置换。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净额全部用于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
支线项目。
截至 2014 年 1 月 9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人民
币 3,090.72 万元。为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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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090.72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已经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德师报(核)字(14)第 E0001 号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由募集资金对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人民币 3,090.72 万元的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拓展业务规模，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
定，使用部分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使用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实际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进
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在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方面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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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19 年上半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5,062.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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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
（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

不适用

95,062.76

95,062.76

95,062.7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3.68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7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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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68

94,756.75

(306.01)

99.68%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在建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17,534.2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由于建设审批等原因，部分投资项目尚未按计划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发行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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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余金额用于支付未结算的工程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是

否

注 1：公司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合计人民币 154,940.00 万元，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未对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的投
资计划进行承诺。本次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95,062.76 万元，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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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019 年上半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6,044.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16.5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137.17

承诺投资项目（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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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天然气储备
与调峰库工程及天
然气高压管道支线
项目

不适用

156,044.60

156,044.60

156,044.60

1,019.48

129,122.26

(26,922.34)

82.75%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在建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由于建设审批等原因，项目未按计划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发行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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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不适用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否

注 1：公司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合计人民币 159,10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56,044.60 万元，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
解决。
注 2：由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深圳市天然气储备与调峰库工程及天然气高压管道支线项目尚未完工，故上表
中未列示是否达到预计收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了项目建成达产后的预计平均年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2.05 亿元，
若按实际(调整后)募集资金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乘以整体项目预计效益的方法计算，募集资金产生的预计效益为平均年利润总额人民币 2.0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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