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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91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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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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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市公司临时

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1 号文《关于核

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

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

发行 1,700 万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 7.9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134,3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0,194,500.00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04,105,500.00元。 

上述资金于 2015年 1月 19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5]1108号《验资报告》。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507 号文《关于核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采用询价方

式，本公司于 2016年 5月非公开发行 2,592.33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30.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77,699,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21,091,809.72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756,607,190.28 元。 

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1545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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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554 号文《关于核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了 114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发行总额 114,000,000.00 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原 A股股东

优先配售，原 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认购不足 114,000,000.00 元的部分，由主承

销商包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4,000,000.00 元，扣除本次发

行费用 6,153,953.19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7,846,046.81元。  

上述资金于 2018年 6月 25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16999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当前余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IPO 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105,006,193.85 元，其中，以前年

度使用 105,006,193.85元，本年度使用 0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777,896，759.56

元（含前期置换 55,824,500.00 元、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12,000,000.00 元），其中，以前年度投入 777,267，406.55 元，本年度投入 629,353.01 元；

理财产品累计收益 28,712,775.08 元，其中以前年度实现收益 28,712,775.08元，本年实现收

益 0.00 元；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3,767,977.59 元，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净额 3,708,794.75

元，本年利息收入净额 59,182.84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191,189.09元。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投入 38,739,439.60元，其中，

以前年度使用 28,662,007.27 元，本年度使用 10,077,432.33元；报告期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 100,000,000.00 元,截止报告期末未到期理财产品 68,000,000.00 元,理财产品累计收益

3,616,350.68 元，其中以前年度实现收益 2,231,682.19 元，本年实现收益 1,384,668.49 元；

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585,164.42元，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净额 516,321.82元，本年利息收入

净额 68,842.60元；累计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26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5,048,122.31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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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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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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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重

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

行了规定。2019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26）。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本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2015年 2月，本公司会同中泰证券分别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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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5年 12月 4日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5-077），就西南证券承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做了说明。公司会同保

荐机构西南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

宫支行重新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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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本公司会同西南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

会同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汉正原”）、西南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新牌坊支行签订了《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0），就变更“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

地点做了说明。公司会同全资子公司重庆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纸研院”）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2015年度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四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同时，

项目变更前公司会同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渝北支行签订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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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3），就注销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

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做了说明。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及西南证券与重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的议案》（公告编号：临 2017-068），就变更“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做了说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共

同订立签订了《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同时，项目变更前公司会同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保荐机构西南证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签订的《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94），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承接本公司公开发行 A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工作及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做了说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兴业证

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新签订

了《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纸研院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与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及保

荐机构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上述《三

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 7月 20日，本公司会同兴业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8日发布了《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04），就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做了说明。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公司、宣汉正原、兴业证

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60），就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承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的保荐工作及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做了说明。2020年 7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华

福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重新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纸研院及保荐机构华福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四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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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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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相关《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规

定履行相关职责。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50001083600050220571 活期 64,000,000.00 账户已注销 

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400101040017784 活期 45,785,500.00 账户已注销 

 合计   109,785,500.00  

 

注 1、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扣减保荐承销费用，但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的余额。 

注 2、公司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400101040017784）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

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和“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专户余额为 0.00。截至

本报告日上述募投项目“年产 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已完成，“洁净与

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还未实施完成，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鉴于该募集

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西南证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

协议》相应终止。 

注 3、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50001083600050220571）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入公司募投项目“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

项目”，专户余额为 0.00。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办理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50050108360000000100 活期 208,110,200.00 账户已注销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 11015534482008 活期 332,490,000.00 账户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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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3905642910712 活期 97,200,000.00 账户已注销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3907749410303 活期 118,767,405.00 账户已注销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3903115110903 活期  11,188,394.32 

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 15000089159484 活期  2,794.77 

 合计   756,567,605.00 11,191,189.09 

 

注 1、本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6,607,190.28 元，募集

资金初始存放金额 756,567,605.00 元，二者相差 39,585.28 元，主要系保荐承销费的可抵扣

进项税人民币 1,196,116.70 元与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156,531.42元（不含税）之间

差额，本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以自有资金补齐该差额。 

注 2、本公司 2017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的议案》，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宣

汉正原变更为重庆纸研院，具体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2017 年 3 月，重庆纸研院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23903115110903），该项目对应募集资金分批从初始存放银行转

移到新开设账户。 

注 3、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123905642910712）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为 0.00。鉴于该募

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西南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

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 4、本公司 2017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

案》，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

宣汉正原变更为公司直接实施。具体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2017 年 7 月，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5000089159484），该项目对应募集资金从初始存放银行转移到新开

设账户。 

注 5、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账号：50050108360000000100）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入非公开发行“高性

能玻璃微纤维建设项目”，专户余额为 0.00。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

成本，宣汉正原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宣汉

正原、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 6、公司 2018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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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

况”。 

注 7、公司 2019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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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

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注 8、报告期内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761,359.26 

减：募投项目支出 628,777.41 

减：手续费等 575.60 

加：利息收入净额 59,182.84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1,191,189.09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实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191,189.09 

3、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50000108360000000588 活期 59,200,000.00 2,918,331.39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630031202 活期 50,000,000.00 2,129,790.92 

 合计   109,200,000.00 5,048,122.31 

 

注 1、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扣减保荐承销费用，但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的余额。 

注 2、报告期内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72,043.55 

减：募投项目支出 10,076,232.64 

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00,000,000.00 

减：手续费等 1,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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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72,043.55 

加：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资金 110,000,000.00 

加：现金管理产品投资收益 1,384,668.49 

加：利息收入净额 68,842.60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5,048,122.31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实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048,122.3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2015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相关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变更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年产 5000 吨高效节能真空

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和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高

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24,000 万元以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和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7,200 万

元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公司将“年产 5000 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

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实施地点由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两港大道 197号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宣

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所在地为达州市宣汉县普光工业园区）。 

公司 2015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泰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年

产 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2、公司将“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变更为重庆

纸研院，实施地点由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四社（普光工业园区）CB(53)-2015-34 号宗地变更为

重庆市南岸区蔷薇路 26号（重庆纸研院现有厂区内）。 

公司 2017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

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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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将“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四社

（普光工业园区）CB(53)-2015-34 号地块变更为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普光工业园区）

CB(53)-2016-27号地块。 

公司 2017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

机构西南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变更实施地点。 

4、公司将“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变更

为公司直接实施，实施地点由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普光工业园区）CB(53)-2016-27号地块变

更为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两路组团 GA标准分区 Ga21-1/02号。 

公司 2017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

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5、公司将“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 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

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公司将“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2019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

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该议案，

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

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8年 2月 23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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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

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5,582.45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置换时间距离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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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

民币 5,582.45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

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5,582.45万元，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金额为 5,582.4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投资额 

募集资金置

换自筹资金

金额 

自筹资金实际 

投入时间 

1 高性能玻璃微纤维

建设项目 

21,411.02 4,505.02 4,505.02 2015.9.10-2016.5.20 

2 
高比表面积电池隔

膜建设项目 

12,110.00 367.97 367.97 2015.11.19-2016.2.19 

3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

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34,249.00 709.46 709.46 2015.11.19-2016.2.19 

 
合计 67,770.02 5,582.45 5,5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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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2291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鉴证报告》。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为提高闲

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和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5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16年 7月 11日，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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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

程序；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

行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不超过 56,000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本次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没有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公司本次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投

资收益；公司本次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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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无异议。 

2017年 6月 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

金的收益和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

程序；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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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

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不超过 45,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为提高

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和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

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层

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18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拟使用

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投资期限内，

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2019年 10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理财产品到期后将及时转回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续存。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年度取得投资理财收

益合计人民币金额为 1,384,668.49 元，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68,0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止日期 收益金额 备注 

1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周

周利”开放式保本理财产

品 

18,000,000.00 
2018.11.21-无固定期 

限   

2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

性存款 
30,000,000.00 2020.5.29-2020.8.28 

  

3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000,000.00 2020.5.29-2020.7.29 

 
 

4 
本报告期已到期理财产

品收益   
1,384,668.49 

 

 
合计 68,000,000.00 

 
1,384,6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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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利用其他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 万元补充“年产 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

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 

公司“年产 5000 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实施进度较快，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不足，而“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由于实施进度原因，拟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较多，

为顺利推进“年产 5000 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实施，提高企业募集资金使

用效益，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及影响整体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公司拟从“新

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募集资金提取 1,500.00万元用于“年产 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

板芯材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今后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不足时

由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补充。 

2015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其他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年产 5000 吨高效节能

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

荐机构中泰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公司从“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募集资金

提取 1,500.00 万元用于“年产 5000 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新型

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今后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不足时由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补充。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四。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18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

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26）。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 2019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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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

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22）。

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

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具体情况见本专项报告之“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附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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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6 月 30日 

编制单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43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500.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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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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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 无 6,400.00 4,900.00 4,900.00 0.00 4,965.06 65.06 101.33 2018.07 2,444.67 是 否 

2.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

业化项目 
无 3,200.00 4,700.00 4,700.00 0.00 4,700.32 0.32 100.01 2017.09 579.05 是 否 

3.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无 827.00 810.55 810.55 0.00 835.24 24.69 103.05 2017.0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0,427.00 10,410.55 10,410.55 0.00 10,500.62 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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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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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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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较计划募集资金略有减少，故对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金额进行了调整；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与年产 5000吨

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投资金额变动原因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七）。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公司“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用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科研实力，因此项目的效益无法单独披露。 

 

 



17 

附件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6 月 30日 

编制单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769.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1、注3） 31,2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789.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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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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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 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

设项目 
无 20,811.02 20,811.02 20,811.02 0.00 21,264.05 453.03 102.18 2018.09 3,043.63 是 否 

2.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

衍生品建设项目 
24,000.00 33,249.00 9,249.00 9,249.00 5.41 11,160.50 1,911.50 120.67 2020.0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 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

建设项目 
7,200.00 11,876.74 4,676.74 4,676.74 57.53 4,397.97 -278.77 94.04 2019.01 236.78 否 否 

4. 补充流动资金 无 9,723.96 9,723.96 9,723.96  9,767.16 43.20 100.44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1,200.00 31,200.00 0.00 31,200.00       

合计 31,200.00 75,660.72 75,660.72 75,660.72 62.94 77,789.68 2,128.9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原预计完工时间 2019 年 12 月。此项目建设延期，公司将预计完工时间调整为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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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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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二）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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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     

注 1：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18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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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

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24,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 2019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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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

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注 4：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说明书承诺效益为 22,903.34万元。公司 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

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故公司对此项目承诺效益将会进行调整；高效无机真空绝

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 

注 5：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于 2018年底基本建成，由于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市场有所影响，市场价格波动，效益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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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 6 月 30日 

编制单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4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7.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73.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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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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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4.8 万台民用/商用/

集体防护空气净化单元建

设项目 

无 10,784.60 10,784.60 10,784.60 1,007.74 3,873.94 -6,910.66 35.92 2020.1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0,784.60 10,784.60 10,784.60 1,007.74 3,873.94 -6,910.6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年产 4.8 万台民用/商用/集体防护空气净化单元建设项目，原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0年 8 月。此项目建设延期，公司将预计完工时间调整为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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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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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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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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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0 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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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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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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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高效无机真空绝

热板衍生品建设

项目 

24,000.00 24,000.00 0.00 24,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高比表面积电池

隔膜建设项目 
7,200.00 7,200.00 0.00 7,2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1,200.00 31,200.00 0.00 3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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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

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24,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

告：临 2018-026）。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

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 2019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

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7,2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22）。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公司经

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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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