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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1 年 4 月 25 日本公司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 704 号文”核准，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首次公开发行 100,0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

行价格为 17.50 元/股。2012 年 7 月 24 日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5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57,118,307.5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92,881,692.41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全部到位，四川华信（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川华信验（2012）038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6 年末，武骏玻璃项目累计投资总额 100,402.79 万元，主要建设项目 550

吨/日和 700 吨/日的浮法玻璃生产线、深加工车间、天然气管道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决定将武骏玻璃配套项目余热发

电、石英砂开发项目变更用于“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为：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拟投入的金额为 10,455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85,941,198.73 元，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

表了同意意见，本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项目”于 2018 年 4 月建成并正式投产。 

2019 年 1-6 月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入“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项目”8,594,780.76

元。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本公司累积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武骏玻璃项目

1,004,027,851.34 元，投入“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项目”项目 88,577,749.45 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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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募资金 517,081,692.41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85,941,198.73 元,利息收入、理财产

品收益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18,890,406.86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6,143,607.34 元。 

（二）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460 号）的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2,984,676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5.0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95,699,986.76 元，扣除发行费

用 29,186,983.6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6,513,003.08 元。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全部到账，并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川华信验（2015）23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蛋氨酸项目 1,295,844,172.2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70,813,003.08 元，利息收入、理财产品收益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1,202,473.96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058,301.74 元。 

（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17 号）的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01,966,07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60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931,009,997.6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58,965,150.00 元以及其他发行费用 1,120,196.61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3,870,924,650.99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全

部到账，并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2016）

94 号《验资报告》。 

2019 年 1-6 月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14,447,372.71 元。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纤维项目”

34,375,147.85 元，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偿还银行贷款 1,439,914,650.99 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814,447,372.71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归还余额 1,585,000,000.00 元，利息收入、

理财产品收益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29,088,768.86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6,276,248.3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会同本次保荐机构华西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 7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乐山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了《四川和邦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

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本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 364901040012428；已在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 05012100000406200；已在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为 85110120030001418；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01001421000271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武骏特种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骏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64901040012915；武骏公司全资子公司叙永武骏硅材料有限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 7413410182600014726（以上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2013 年 11 月，本公

司在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开设的账号为 85110120030001418的募集资金专户

内资金已使用完毕，已进行销户。2015 年 7 月，本公司在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通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05012100000406200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资金已使用完毕，已进行

销户。2019 年 5 月，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的账号为

2010014210002712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资金已使用完毕，已进行销户。 

本公司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集中管理，实

行专项存储和专款专用制度。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期末余额（人民币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 15,764,411.66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364901040012428 14,289,771.64  

募集资金专户 364901040012915 1,474,640.0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79,195.6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7413410182600014726 379,195.68  

合计 16,143,607.34  

（二）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已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5101010120010006927；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账号为 431190100100116636；已在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5012100000759202；已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1361000000171078；已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071300000398607；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山五通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306384129100011741；已在中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乐 山 直 属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22364901040013756；（以上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2016 年 12 月，本公司在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05012100000759202的募集资金专

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11361000000171078 的募集资金

专户内资金已使用完毕，已进行销户。 

本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集中管理，

实行专项存储和专款专用制度。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期末余额（人民币元）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 97,511.81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5101010120010006927 97,511.8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支行 96,886.9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431190100100116636 96,886.90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55,649.7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1071300000398607 55,649.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五通桥支行 71,241.5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2306384129100011741 71,241.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 737,011.75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22364901040013756 737,011.75  

合计 1,058,301.74  

（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已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5101010120010008642；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2364901040014317；已在乐山市商业银行五通支行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5012100000922107；已在平安银行乐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 11017707572005；已在成都银行乐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071300000512540；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 431190100100143621；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五通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 2306384129100019755；已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1366000000107942（以上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

户”）。 

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集中管理，

实行专项存储和专款专用制度。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期末余额（人民币元）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行 310,842.32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5101010120010008642 310,842.3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 15,695,650.51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22364901040014317 15,695,650.51  

乐山市商业银行五通支行 20,388.59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05012100000922107 20,388.59  

平安银行乐山分行 308,791.32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11017707572005 308,791.32  

成都银行乐山分行 4,950,323.67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1071300000512540 4,950,323.6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支行 222,711.76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431190100100143621 222,711.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五通桥支行 22,917.0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2306384129100019755 22,917.0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支行 4,744,623.05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11366000000107942 4,744,623.05  

合计 26,276,248.3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投入“LOW-E 镀膜玻璃生产线”募投项目资金 8,594,780.76 元。累计投入募

投项目资金 1,178,546,799.52 元。具体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1-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已经 2013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募集资金投向变

更为武骏公司的“四川武骏浮法玻璃及深加工项目”，具体事项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

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3 年 7 月 25 日，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投入资金 414,980,799.74 元，其

中股东投入资本金 21,000 万元，母公司采用财务资助方式预先投入 204,980,799.74 元，

并由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川华信专（2013）196 号）。 

2013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四川武骏特种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部项目

募集资金 117,580 万元以及与之对应的存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及理财收益之和，

扣除置换股东投入资本金 21,000 万元后，全部对武骏公司增资。其中 19,000 万元增加

武骏公司实收资本，余额列入资本公积。增资后，前期母公司采用财务资助方式预先投

入的 204,980,799.74 元归还母公司。本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

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3 年 8 月 9 日，本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21,000 万元至自有资金账户以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资本金。2013 年 11 月 19 日，本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204,980,799.74 元至自有资金账户以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使用期满后，本公

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

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2012 年 9 月 3 日，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资金已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2 月 5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前次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后，

继续运用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3 日止，使用期满后，本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2013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资金已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4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公司拟继

续运用不超过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

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

资金已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继续运用不超过 29,000 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继

续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至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继续运用不超过 19,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

继续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至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继续运用不超过 19,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

将继续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至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5、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1,175,8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692,881,692.41 元，故形成超募资金 517,081,692.41 元。 

2012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

使用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按以下计划使用超募资金：1、使用超募资金 30,000 万元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2、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四川和邦磷矿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3、使用超募资金 67,081,692.41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公



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2012 年 9 月 3 日，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议案》。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300,000,000.00 元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转出 150,000,000.00 元用于对全资子公司四川和邦磷矿有限公司增资、

转出 67,081,692.41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合计已使用超募资金 517,081,692.41 元。 

（2）、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二）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1,366,657,175.30 元。具体情况详见“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1-2）。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

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蛋氨酸项目”

的实际投资额为 103,637,421.84 元，其中预付蛋氨酸技术转让费 91,879,779.53 元、缴纳

相关税费 11,752,545.31 元，其他手续费 5,097.00 元。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

川华信专（2015）199 号《关于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蛋氨酸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103,637,421.84 元全部进行了置换。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

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

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6 年 5 月 25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3.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



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

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7 年 5 月 22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

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

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8 年 5 月 23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1.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

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

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5、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无。 

（2）、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3）、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情况 

本公司在原募投项目预算基础上，计划对蛋氨酸项目进行工艺提升，预计增加产能 

40%，并根据新的环保要求追加环保投入，总计预计追加投资 82,342 万元。经上述追

加投资后预计项目效益增加 1.5 亿元/年。本公司蛋氨酸项目本次工艺优化追加投资的

设备、装置，预计 2019 年四季度投产。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使用自有资

金追加投资募投项目金额 386,989,939.94 元。 

 

（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投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14,447,372.71 ，累计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2,288,737,171.55 元。具体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1-3）。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0 月 1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

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纤维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5,186,077.57 元，其中预付 3,000 吨 PAN 基高

性能碳纤维项目设计费 2,345,447.67 元、技术咨询费 700,000.00 元、土地款 12,120,000.00

元、监测费用 11,468.00 元、相关税费 6,910.00 元、其他手续费 2,251.90 元。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川华信专（2016）320 号《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纤维

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15,186,077.57 元全部进行了置换。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8 月 9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

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

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8 年 8 月 8 日，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8 月 9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

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

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1,585,000,000.00 元，该资金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5、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无。 

（2）、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6、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9 年 1 月 16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议终止执行“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

碳纤维项目”，终止原因主要为①碳纤维项目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②公司

随着销售收入规模增大，流动资产需求增大，存在较大的流动资金需求；③近年来公司

实施投资计划需要进一步增加流动资金等原因，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5）。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精细磷酸盐综合开发项目”主要以公司拥

有的盐、磷资源为基础，综合开发精细磷酸盐系列产品。2013 年，国内磷化工市场行情

持续走低，磷矿石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磷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在市场行情大幅变动的情

况下，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暂缓实施“精

细磷酸盐综合开发项目”，首发募投项目变更为已在建的“四川武骏浮法玻璃及深加工

项目”。前期以募集资金支出的各项费用总额 45,868,764.23 元已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归

还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7 月 7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精细磷酸盐综合开发项目”变更为新

项目“四川武骏浮法玻璃及深加工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117,580 万元。公司

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2013 年 7

月 24 日，本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截止 2017 年 4 月 28 日，原募集资金变更项目“四川武骏浮法玻璃及深加工项目”

累计投入 100,402.79 万元。  

2017 年 4 月 2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集资金变更项目“四川武骏浮法玻璃及深加

工项目”中的配套项目“余热发电站、石英砂矿开发项目”，变更为“LOW-E 镀膜玻

璃生产线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为：LOW-E 镀



膜玻璃生产线，拟投入的金额为 10,455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85,941,198.73 元。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2017

年 5 月 22 日，本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见附表 2-1） 

（二）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无。 

（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原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纤维项目”

主要产品为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 95%以上，高强度、高模量的新型纤维材料，其

密度比铝轻，而强度高于钢铁，属于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关键材料。2016 年底至 2017

年初，碳纤维项目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公司流动资产需求及投资项目

增大，存在较大的流动资金需求。为保证公司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

化，减少新增融资成本，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执行“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拟将碳纤维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 239,663.49 万元及利息收入所形成的全部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

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 1 月 16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原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剩余部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239,663.49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2019 年 2 月 1 日，本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具体情况详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见附表 2-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管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

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正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附表 1-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附表 1-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表 1-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表 2-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附表 2-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附表 1-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9 年 0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1,692,881,692.41 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8,594,780.76 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1,175,800,000.00 元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1,178,546,799.52 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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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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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2)-(1) (4)＝(2)/(1)         

精细磷酸盐综

合开发项目 

四川武骏浮法

玻璃及深加工

项目 1,175,800,000.00 985,308,801.27 985,308,801.27 —— 1,004,027,851.34 

       

18,719,050.07  100.00 

自 2014 年起

陆续达到 39,740,651.09 

元 

是 否 

四川武骏浮法

玻璃及深加工

项目 

LOW-E 镀膜玻

璃生产线项目 
 104,550,000.00 104,550,000.00 8,594,780.76 88,577,749.45 -15,972,250.55 84.72 

自 2018 年 4

月起达到 

是 否 

四川武骏浮法

玻璃及深加工

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85,941,198.73 85,941,198.73 —— 85,941,198.73  100.00   

  

合计 
-- 

1,175,800,000.00 

1,175,800,000.0

0 

1,175,800,000.0

0 8,594,780.76 1,178,546,799.52 2,746,799.52 100.00 -- 

39,740,651.09

元 
是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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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一）、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一）、3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一）、5 

   



附表 1-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9 年 0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1,366,513,003.08 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0 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元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1,366,657,175.30 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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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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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2)-(1) (4)＝(2)/(1)         

蛋氨酸项目 —— 
1,295,700,000.00 1,295,700,000.00 

1,295,700,000.0

0  1,295,844,172.22 144,172.22 100.00 
 -- --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 

70,813,003.08 70,813,003.08 70,813,003.08  70,813,003.08  100.00 
   否 

合计 
-- 

1,366,513,003.08 1,366,513,003.08 

1,366,513,003.0

8  1,366,657,175.30 144,172.22 10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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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二）、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二）、3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二）、5 

 

 

 



附表 1-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9 年 0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3,870,924,650.99 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814,447,372.71 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2,396,634,852.15 元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2,288,737,171.55 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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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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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2)-(1) (4)＝(2)/(1)         

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纤

维项目 

3,000 吨 PAN

基高性能碳

纤维项目 

34,375,147.85 34,375,147.85 34,375,147.85  34,375,147.85 0 100  -- -- 是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2,396,634,852.15 2,396,634,852.15 2,396,634,852.15 814,447,372.71 814,447,372.71 -1,582,187,479.44 33.98    否 

偿还银行贷款 —— 1,439,914,650.99 1,439,914,650.99 1,439,914,650.99  1,439,914,650.99  100.00    否 

合计 -- 3,870,924,650.99 3,870,924,650.99 3,870,924,650.99 814,447,372.71 2,288,737,171.55 -1,582,187,479.44 59.1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三）、6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三）、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三）、3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三）、5 

 

 



 

附表 2-1：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9 年 0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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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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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2) (3)=(2)/(1)         

四川武骏浮法玻璃及深

加工项目 

精细磷酸盐综合

开发项目 
 985,308,801.27 985,308,801.27 —— 1,004,027,851.34 100.00 

 自 2014 年

起陆续达到  39,740,651.09 

元 

是 否 

LOW-E 镀膜玻璃生产

线项目 

四川武骏浮法玻

璃及深加工项目 
104,550,000.00 104,550,000.00 8,594,780.76 88,577,749.45 84.72 

自 2018 年 4

月起达到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川武骏浮法玻

璃及深加工项目 
85,941,198.73 85,941,198.73 —— 85,941,198.73 100.00     

合计 -- 1,175,800,000.00 1,175,800,000.00 8,594,780.76 1,178,546,799.52 100.00 -- 
 39,740,651.09 

元 
是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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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附表 2-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9 年 0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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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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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1)   (2) (3)=(2)/(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00 吨 PAN 基高性

能碳纤维项目 
2,396,634,852.15 2,396,634,852.15 814,447,372.71 814,447,372.71 33.98    否 

合计 -- 2,396,634,852.15 2,396,634,852.15 814,447,372.71 814,447,372.71 33.98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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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RANGE!A1:M17
	RANGE!A1:K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