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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 2015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

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公司以锁

价发行股份的形式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并

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

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3 号），核

准公司向特定战略投资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

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

过 200,000万元。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88,997,552股，

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09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999,999,987.68元，扣除本次发行承销保荐费 22,000,000.00元、证

券登记费 488,997.55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7,510,990.13元。

上述资金于 2015年 11月 23日全部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 XYZH/2015NJA10055 号《验证报告》和 XYZH/2015NJA10056 号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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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到位资金金额

（元） 

到位时间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集

团”或“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 
696051878 312,000,000.00  2015/11/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4301012929100937039 289,400,000.00  2015/11/3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 8110501012700191519 135,040,000.00  2015/11/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华路支行 484567803911 706,322,000.00  2015/11/3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20000018749900008370573 158,000,000.00  2015/12/0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 31000188000245578 376,748,990.13  2015/11/3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鸿中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营

业部 
4301016529100440793 60,190,000.00 2018/05/28 

上海汇鸿浆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鸿浆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

行 
1001278629015570360 

150,000,000.00 2016/05/31 

139,400,000.00 2016/07/31 

江苏汇鸿冷链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鸿冷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 546967837249 

86,000,000.00 2015/12/14 

300,000,000.00 2016/11/2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

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200000295257000085258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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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到位资金金额

（元） 

到位时间 

简称“汇鸿医药”） 

江苏汇鸿宝贝婴童用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宝

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华路支行 481968612812 200,000,000.00 201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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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募集资金汇鸿集团到位 1,977,510,990.13元，2015年公司将其中的 8,600万元增资给控股子公司汇鸿冷链。2016年 11

月将其中的 30,000 万元增资给汇鸿冷链，用于建设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其中 29,042万元计入汇鸿冷

链的注册资本，余下 95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汇鸿冷链的注册资本增至 59,042 万元；将其中的 28,940万元增资给汇鸿中

天，汇鸿中天将该增资款 28,940万元新设全资子公司汇鸿浆纸，汇鸿浆纸的实收资本 15,000万元，资本公积 13,940万元，由汇

鸿浆纸实施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和运营；2016年 5月将其中的 20,000 万元投资给全资子公司汇鸿宝贝，孕婴

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事业部变更为汇鸿宝贝。 

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期及结构性调整的议案》，

同意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调整后名称不变。投资总金额仍为 13,504万元，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不变。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

战略，优化调整具体研发内容及实施期限，建设周期延长到 2020年 12月完成。 

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 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

变更浆纸 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并增加全资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

实施主体，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0年 6月完成，2018年 5月汇鸿浆纸将其中 6,019万元分配至汇鸿中天。 

2018年 9月 13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同意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

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证券代码：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9-058 

5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

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以前年度资

金到位金额 

以前年度存款

利息净收入 

以前年度资

金置换金额 

以前年度投资

理财产品金额 

以前年度使

用金额 

以前年

度销户

转出（转

入为“-”） 

上年年末金

额 

汇鸿

集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696051878 312,000,000.00 8,527,621.64 - 100,000,000.00 200,000,000.00 - 20,527,621.6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 
4301012929100937039 289,400,000.00 567,115.12 - - 289,400,000.00 - 567,115.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中支行 
8110501012700191519 135,040,000.00 8,452,111.54 3,929,100.00 100,000,000.00 19,317,430.00 - 20,245,581.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华路支行 
484567803911 706,322,000.00 12,516,135.45 84,000,000.00 - 631,563,226.40 -58,382.96 3,333,292.0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20000018749900008370573 158,000,000.00 6,000,420.57 - - 162,135,019.12 - 1,865,401.45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行营业部 
31000188000245578 376,748,990.13 58,392.83 376,749,000.00 - 0.00 58,382.96 - 

汇鸿

中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 
4301016529100440793 - 197,351.27 - - 9,192,553.44 - 51,194,797.83 

汇鸿

浆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1001278629015570360 289,400,000.00 4,935,135.33 - 40,000,000.00 163,976,102.70 - 30,169,032.63 

汇鸿

冷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大港支行 
546967837249 386,000,000.00 9,278,043.95 - - 299,234,086.50 - 96,043,957.45 

汇鸿

医药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20000029525700008525884 - - - - 0.00 - - 

汇鸿

宝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华路支行 
481968612812 200,000,000.00 7,977,597.09 - 100,000,000.00 92,269,300.60 - 15,708,2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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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以前年度资

金到位金额 

以前年度存款

利息净收入 

以前年度资

金置换金额 

以前年度投资

理财产品金额 

以前年度使

用金额 

以前年

度销户

转出（转

入为“-”） 

上年年末金

额 

合计 - - - 58,509,924.79 464,678,100.00 340,000,000.00 - - 239,655,096.16 

 

公司于 2015 年 12月 25日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账户 31000188000245578 予以注销，银行误将结余金额

58,382.96元转入公司在中国银行南京中华路支行的基本户 540467516816。公司于 2016 年 2月 2日已将 58,382.96元转入公司在

中国银行南京中华路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484567803911。 

（三） 募集资金 2019 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

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上年年末余

额 

2019 年半年

存款利息净

收入 

2019 年半年

理财产品净

增加额 

2019 年半年

使用金额 

半年

度销

户转

入 

2019 年半年项

目变化 

截止到 2019年

6 月 30 日账户

金额 

汇鸿

集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696051878 20,527,621.64 1,791,199.36 - - - - 22,318,82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南支行 
4301012929100937039 567,115.12 828.85 - - - - 567,943.9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中支行 
8110501012700191519 20,245,581.54 1,918,356.09 - 4,476,550.00    - - 17,687,387.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华路支行 
484567803911 3,333,292.01 13,944.59 -  - - - 3,347,2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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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上年年末余

额 

2019 年半年

存款利息净

收入 

2019 年半年

理财产品净

增加额 

2019 年半年

使用金额 

半年

度销

户转

入 

2019 年半年项

目变化 

截止到 2019年

6 月 30 日账户

金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20000018749900008370573 1,865,401.45 14,037.29 - - - - 1,879,438.7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行营业部 
31000188000245578 - - - - - - - 

汇鸿

中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 
4301016529100440793 51,194,797.83 271,626.78 - 14,560,248.68   - - 36,906,175.93  

汇鸿

浆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1001278629015570360 30,169,032.63 789,646.45 -40,000,000.00  2,317,463.40    - - 68,641,215.68  

汇鸿

冷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大港支行 
546967837249 96,043,957.45 76,776.80 -  60,841,988.75    - - 35,278,745.50  

汇鸿

医药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20000029525700008525884 - - - - - - - 

汇鸿

宝贝 
中国银行南京中华路支行 481968612812 15,708,296.49 2,051,414.80 - 7,561,809.92   - - 10,197,901.37  

合计 - - 239,655,096.16 6,927,831.01 -40,000,000.00  89,758,060.75 - - 196,824,8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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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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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公司 2015年 12月 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按照募投项目及实施主体的情况由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

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华路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等 6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

汇鸿中天、汇鸿冷链、汇鸿医药三家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与申万宏源

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

港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等 3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2016 年 2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孕婴

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孕婴童用品综合运

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孕婴童事业部变更为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汇鸿宝贝。

2016年 5月 10日，汇鸿宝贝、中国银行中华路支行与申万宏源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2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

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浆纸 O2O供应

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汇鸿中天变更为汇鸿中天新设

的全资子公司汇鸿浆纸。2016年 5月 25日，汇鸿浆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长宁支行与申万宏源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5月 10日，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供应链

云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期及结构性调整的议案》，同意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调整

后名称不变。投资总金额仍为 13,504万元，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不变。根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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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及公司战略，优化调整具体研发内容及实施期限，建设周期延长到 2020

年 12月完成。 

2018 年 5月 10日，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变更浆纸

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并增加全资子公司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0年 6月

完成。 

2018 年 9月 13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

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募集资金 利息净收入 合计 

汇鸿

集团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营业部 

696051878 12,000,000.00 10,318,821.00 22,318,82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南支行 

4301012929100937039 - 567,943.97 567,943.97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中

支行 

8110501012700191519 7,316,920.00 10,370,467.63 17,687,387.63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中华

路支行 

484567803911 - 3,347,236.60 3,347,236.60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200000187499000083705
73 

- 1,879,438.74 1,879,438.74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营业部 

31000188000245578 - - - 

汇鸿

中天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

省分行营业部 

4301016529100440793 36,437,197.88 468,978.05 36,906,175.93 

上海

浆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支

行 

10012786290155703
60 

62,916,433.90 5,724,781.78 68,641,215.68 

汇鸿 中国银行股份有 546967837249 25,923,924.75 9,354,820.75 35,278,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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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 限公司镇江大港

支行 

汇鸿

医药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200000295257000085258
84 

- - - 

汇鸿

宝贝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中华路支行 

481968612812 168,889.48 10,029,011.89 10,197,901.37 

合计 - - 144,763,366.01 52,061,500.41 196,824,8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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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半年度公司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9,758,060.75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532,747,633.99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有资金 46,467.81 万元，已置换金额

46,467.81 万元。其中，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自有资金 392.91 万元，

置换 392.91 万元；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

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先期投入自有资金 8,400.00 万元，置换 8,400.00万元；

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自有资金偿还

借款 37,674.90 万元，置换 37,674.90 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

XYZH/2015NJA10065 号《专项审核报告》。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 2019年半年度无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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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96,824,866.42元，该账

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司）

拟使用不超过 4亿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 3

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投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自该

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00,000,000 元，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理

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为 6,927,831.01元。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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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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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6 年 2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孕婴

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孕婴童用品综合运

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孕婴童事业部变更为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汇鸿宝贝。

2016年 5月 10日，汇鸿宝贝、中国银行中华路支行与申万宏源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2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

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浆纸 O2O供应

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汇鸿中天变更为汇鸿中天新设

的全资子公司汇鸿浆纸。2016年 5月 25日，汇鸿浆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长宁支行与申万宏源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5月 10日，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供应链

云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期及结构性调整的议案》，同意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调整

后名称不变。投资总金额仍为 13,504万元，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不变。根据行业

发展趋势及公司战略，优化调整具体研发内容及实施期限，建设周期延长到 2020

年 12月完成。 

2018 年 5月 10日，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变更浆纸

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并增加全资子公司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0年 6月

完成。 

2018 年 9月 13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

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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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战略规划的调整优化，2018年 9月 13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

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同意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

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合计金额为 345,746,365.52元（含利息收入），其中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

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资金金额为 183,611,346.40 元（含利息收入），

占该项目资金总额的 24.69%；变更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金

额为 162,135,019.12 元（含利息收入），占该项目资金总额的 100%。具体情况详

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建设期满，因市场环境变化，资金使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需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 

（二）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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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7,510,990.13 1-6 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9,758,060.7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32,747,633.9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32,370,12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6.8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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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6月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 否 312,000,000.00  不适用 7,561,809.92 99,831,110.52 31.68 2018 年 12 月 -518万元 否 是 

2.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

目 
是 289,400,000.00  不适用 16,877,712.08 190,046,368.22 65.67 2020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 否 135,040,000.00  不适用 4,476,550 27,723,080 20.53 2020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

源管理系统） 
是 706,322,000.00  531,951,880.00 60,841,988.75 506,027,955.25 95.13  2018 年 12 月 -1433万元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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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是 158,000,000.00  - - - - 

已变更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6.偿还银行借款 否 376,749,000.00  不适用 - 376,749,000.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是 - 332,370,120.00 - 332,370,120.00 100.00 已完成 2402万元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977,511,000.00 不适用 89,758,060.75 1,532,747,633.99 - — 不适用 — 否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原计划在2017年12月完成，按照原募集资金投资方案，公司将开展从纸浆至纸制品的覆盖B2B、B2C以及

高端纸制品定制的全产业链服务。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纸浆供应商和纸厂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成为浆纸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战略。公司2018 

年5月10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变更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在原浆纸供应链集成核心理念的框架下，对募集资金在子项目上的使用方式进行

变更，终止原方案用于投资加工设备、运输车辆和研发设计设备购置的费用投入；增加信息系统硬件购置和软件开发费用、仓储及系统设施费用

等投入。新增实施主体汇鸿中天，负责实施无锡仓储项目，以便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更有效地促进业务的升级和发展，切实推动募投项目实

施。建设周期延长到2020年6月完成。 

2、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原计划在2017年12月完成，因市场环境及技术发展趋势发生的变化，以及项目集成实施复杂，项目未达到原计划

进度。公司2018年5月10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期及结构性调整的议案》。同意优

化研发内容，并将建设周期延长到2020年12月完成。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调整优化后名称不变，投资总金额不变，仍为13,504万元，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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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及地点不变。 

3、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原计划在2018年12月完成，目前项目一期已竣工验收。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汇鸿冷链物

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已使用募集资金506,027,955.25元，达到计划进度95.13%，剩余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结算项目建设的未付剩

余款项。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系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陆续建成，业务2018年下半年逐步开展，在重资产运营的模式下，业务总量不够大，致

使公司净利润为负。 

公司冷链物流产业布局发生变化，公司对项目进行重新论证，不再进行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后期建设，变更剩余

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强化冷链物流区域战略协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4、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原计划在2018年12月完成，目前资金使用未达到计划进度。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市场环境与项目立项可研

时已发生较大变化，连锁龙头企业的区域性集中特征更加明显；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发展，综合性多场景的零售门店成为主流；“渠道为王”逐步

转变为“体验为王”；高效率的仓储物流体系的建设成为竞争的重点。单纯追求门店数量的的市场扩张策略已不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1、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面对细分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将从战略上围绕核心客户即纸厂的采购和分销服务需求，集中优势资

源聚焦B2B服务，优先打造浆纸供应链业务综合服务平台，以一站式浆纸供应链集成服务为核心，立足供应链整合和产业链延伸双轮驱动，借助

信息化技术助力转型升级。同时，考虑到建设物流体系资金投入较大且回报周期长，目前募集资金并不足以完全覆盖，因此公司决定集中资源优

先建设配套仓储及设施，并选择与第三方优质物流公司合作来满足物流配送需求，终止运输车辆购置费用投资。 

2、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和技术趋势的发展变化，加之公司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及较复杂的组织架构，导致系统建设的

复杂程度大于预期，项目实施进度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放缓。公司经过重新论证并对原方案进一步优化，决定延长项目建设周期。 

3、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目前项目一期已竣工验收。公司经过重新论证，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无锡

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打造绿色食品安全供应链。 

4、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从完成募投项目可行性方案到募投资金到位期间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员成本（含执业

药师等专业人员）、租赁经营场所费用大幅上涨，同时由于药品零售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单店利润持续下滑，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如完全按原

方案实施，将难以获取预期的投资收益。目前公司已变更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天鹏集团股权，有利于公司缩短募集资金的投入期，可以

尽快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做大做强公司食品生鲜业务。 

5、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项目建设期已满，但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不足50%。由于项目所处的市场环境近年发生巨大变化，公司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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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竞争策略进行重新研判，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变更程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变更情况 

2016年2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孕婴童事业部变更为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江苏汇鸿宝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浆纸O2O供应链服务

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鸿中天变更为汇鸿中天新设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汇鸿浆纸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0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

意变更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并增加全资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期延长至2020年6月完成。 

公司2018年8月，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

议案》。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该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16年8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

溯源管理系统）实施方式由“募集资金全部投入项目建设”调整为“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苏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汇鸿

冷链全部股权”。 

公司2018年9月13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暨增资的议案》，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

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有资金46,467.81万元，已置换金额46,467.81万元。其中，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

先期投入自有资金392.91万元，置换392.91万元；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无

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先期投入自有资金8,400.00万元，置换8,400.00万元；现代医药物流中

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无先期投入，未进行置换；自有资金偿还借款37,674.90万元，置换37,674.90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XYZH/2015NJA10065号《专项审核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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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96,824,866.42元，该账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018年10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含控

股、全资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4亿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3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适时投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该类资金可以自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00,000,000元，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为6,927,831.01元。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1、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建设期满，因市场环境变化，资金使用未达到计划进度，需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 

2、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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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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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1-6月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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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无锡天

鹏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暨

增资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

建设项目（含溯源

管理系统） 

174,370,120.00  174,370,120.00  — 174,370,120.00  100 — — — 否 

收购无锡天

鹏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暨

增资 

现代医药物流中

心、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158,000,000.00  158,000,000.00  — 158,000,000.00  100 — — — 否 

合计 — 332,370,120. 00  332,370,120.00  — 332,370,120.00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募投项目） 
 

2018年 9 月 13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

管理系统）、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部分金额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

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变更原因：1、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公司冷链物流产业布局发生变化，

经过重新论证，不再进行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后期建设，变更剩余募集资

金投向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强化冷链物流区域战略协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从完成募投项目可行性方案到募投资金到位期间市场

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员成本（含执业药师等专业人员）、租赁经营场所费用大幅上涨，同时由于

药品零售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单店利润持续下滑，经营风险加大，因此如完全按原方案实施，将难

以获取预期的投资收益。公司将持续推进医疗健康板块发展，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后期如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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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成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