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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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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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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现将本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907 号”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的核准，2018 年 7 月，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3,812.00 万股，发行价为 11.2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9,612,4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40,434,409.42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9,177,990.58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0 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出具“天职业字

[2018]1733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91,827,171.73元，，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 348,757,529.86 元，本年度使用 43,069,641.87 元，其中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 14,582,440.18 元，本期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8,487,201.69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030,261.82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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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人民币 389,177,990.58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4,679,442.97 元，系募集资金

累计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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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8 日分别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上海华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新建项目”的

实施主体由公司增加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密尔克卫化工储存”），并以 2,300.00 万元募集资金对密尔克卫化工储存

进行增资。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并指定专项账户用以存储

上述募集资金。5 月 27 日，公司及密尔克卫化工储存、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分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

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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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余额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03003644487 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03003644927 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03003645362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310066933018800013032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310066933018800012936 2,030,261.8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310066933018800012860 0.00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0011391530 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03003861081 0.00 

合计 - 2,030,261.82 

注：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密尔克

卫化工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新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增加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密尔克卫化工

储存有限公司，“800011391530”账户和“03003861081”账户均为该项目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管理

平台项目新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增加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密尔

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并以 2,300万元募集资金对密尔克卫化工储存进行增资；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议案》，同意延长募投项目的

建设期，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是根据项目实施

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除上述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以及延长募投项目建设期外，本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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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233,219,436.62 元。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 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金额 2018 年度置换金额 

1 
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标

准和特种罐箱项目 
87,819,884.69 87,819,884.69 

2 网络布局运力提升项目 14,396,315.90 14,396,315.90 

3 
张家港保税区巴士物流有限公司改建

甲、丙类（干货）仓库等项目 
50,061,499.96 50,061,499.96 

4 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 33,294,564.66 33,294,564.66 

5 
铜川鼎铭汽车货运站有限公司铜川汽

车货运站项目 
47,647,171.41 47,647,171.41 

合计 
233,219,436.62 233,219,436.62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201,216.40 元。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 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新

建项目 
15,867,574.44 15,867,574.44 

2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智能

化物流安全管理项目 
11,333,641.96 11,333,641.96 

合计 
27,201,216.40 27,201,216.40 

公司两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均未超过 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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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的要

求；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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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18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

15,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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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019 年 7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最高不超过

7,000.00 万元、同时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7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该议案已经 2019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赎回理财(含结构性存款)明细以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期末余额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本年收益

（万元） 

是否

赎回 

期末余额

（万元）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 个月

（汇率挂钩看涨） 

1,270.00 2019-10-21 2020-1-20 11.24 是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活期型结

构性存款 A 款 
1,000.00 2019-11-11 2020-3-27 2.65 是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6 天（黄

金挂钩看涨） 

800.00 2020-1-23 2020-2-28 2.80 是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64 天（黄

金挂钩看涨） 

480.00 2020-1-23 2020-3-27 3.11 是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36 天（黄

金挂钩看涨） 

800.00 2020-3-2 2020-4-7 2.76 是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28 天（黄

金挂钩看涨） 

670.00 2020-3-30 2020-4-27 1.70 是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活期型结

构性存款 A 款 
800.00 2020-4-7 随时赎回 2.90 否 194.00 

交通银行

上海春申

支行 

蕴通财富活期型结

构性存款 A 款 
670.00 2020-4-27 2020-9-30 0.34 是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

分行 

“赢家”货币及债

券系列（点滴成金）

理财产品 

1,000.00 2019-12-11 2020-3-11 8.6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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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本年收益

（万元） 

是否

赎回 

期末余额

（万元）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

分行 

“赢家”货币及债

券系列（点滴成金）

理财产品 

1,000.00 2019-12-25 2020-2-5 3.83 是  

合计 - 8,490.00 - - 40.01 - 194.00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结余金额

为 2,030,261.82 元 ，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 389,177,990.58 元的比例为 0.52%。未

使用完毕的原因如下： 

（1）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募

集资金，根据项目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加强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在确保募

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合理、有效以及节俭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较好

的控制了采购成本，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 

（2）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获得

了一定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3）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的工程及设备尾款尚未支付。 

剩余募集资金主要为了支付“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工程及设备尾款，

除此之外的金额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无。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上海鼎铭秀博

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标准和特种罐箱项目”、“张家港保税区巴士物流有限公司

改建甲、丙类（干货）仓库等项目”、“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铜川

鼎铭汽车货运站有限公司铜川汽车货运站项目”、“网络布局运力提升项目”、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新建项目”、“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



7 

 

公司智能化物流安全管理项目”予以结项。其中，“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

已经完成工程建设，但尚需支付工程及设备尾款 1,463.0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8,487,201.69 元，其中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银行账号 03003644927 补

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3,215,093.65 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银

行账号 310066933018800012936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3,570,265.68 元；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银行账号 03003861081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1,701,842.36 元。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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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附件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9,177,990.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069,641.8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1,827,171.7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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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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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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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鼎铭秀博集

装罐服务有限公司

标准和特种罐箱项

目  

否 90,000,000.00 90,000,000.00 90,000,000.00  90,018,736.84 18,736.84 100.02 2019 年 9 月 4,016,292.22 

试运营 

尚未达

到 

否 

 2、上海密尔克卫化

工储存有限公司智

能化物流安全管理

项目  

否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97,100.00 12,656,978.66 -12,343,021.34 50.63 2020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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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网络布局运力提

升项目  否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27,002.21 27,002.21 100.11 2019 年 9 月 4,935,000.00 是 否 

 4、张家港保税区巴

士物流有限公司改

建甲、丙类（干货）

仓库等项目  

否 81,099,600.00 81,099,600.00 81,099,600.00  81,460,143.30 360,543.30 100.44 2019 年 9 月 4,059,555.80 是 否 

 5、辽宁鼎铭化工物

流基地项目  否 74,960,000.00 74,960,000.00 74,960,000.00 12,802,273.46 71,007,316.88 -3,952,683.12 94.73 2019 年 12 月 -418,098.88 

试运营 

尚未达

到 

否 

 6、铜川鼎铭汽车货

运站有限公司铜川

汽车货运站项目  
否 54,630,000.00 54,630,000.00 54,630,000.00  54,648,798.23 18,798.23 100.03 2018 年 12 月 -3,842,091.68 

试运营 

尚未达

到 

否 

 7、密尔克卫化工供

应链管理平台项目

新建项目  
否 38,488,390.58 38,488,390.58 38,488,390.58 1,683,066.72 28,520,993.92 -9,967,396.66 74.10 2020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89,177,990.58 389,177,990.58 389,177,990.58 14,582,440.18 363,339,970.04 -25,838,020.54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 无            

补充流动资金     28,487,201.69 28,487,201.69 28,487,201.6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28,487,201.69 28,487,201.69 28,487,201.6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89,177,990.58 389,177,990.58 389,177,990.58 43,069,641.87 391,827,171.73 2,649,181.15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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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

目） 

报告期内，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标准和特种罐箱项目建设工程已竣工，集装罐清洗、普货存放等业务开始试运营。因项目部分工程尚未完成行政审批流程，尚未完成整体验收

投产，并且 2020 年上半年遭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承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报告期内，张家港保税区巴士物流有限公司改建甲、丙类（干货）仓库等项目工程已竣工，尚未完成全部行政审批流程，项目仅处于试运营阶段，并且 2020 年上半年遭受新冠疫情影响，公

司业务承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报告期内，铜川鼎铭汽车货运站有限公司铜川汽车货运站项目因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西北区域的客户投资项目延期，原预期的配套业务需求没有显著增长，并且 2020 年上半年遭受新冠疫

情影响，公司业务承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于 2020 年内完成工程建设，报告期内未投产，预计 2021 年投产试运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3,321.94 万元。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720.12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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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上海鼎铭秀博集装罐服务有限公司标准和特种罐箱项目”、“张家港保税区巴士物流有限公司改建甲、丙类（干货）仓库等项目”、“辽宁鼎铭化工

物流基地项目”、“铜川鼎铭汽车货运站有限公司铜川汽车货运站项目”、“网络布局运力提升项目”、“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新建项目”、“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

司智能化物流安全管理项目”予以结项。其中，“辽宁鼎铭化工物流基地项目”已经完成工程建设，但尚需支付工程及设备尾款 1,463.00 万元。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首次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后的除项目尾款外的节余募集资金 2,826.67 万元（实际余额以资金转出时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募投项目产生节余资金的主要原因是：（1）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根据项目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加强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

理，在确保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合理、有效以及节俭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较好的控制了采购成本，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2）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