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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专审字[2022]第 4-00044 号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 对后附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公司") 《2021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进行了审核。

一、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栠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嵌事会的责任。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 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 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

作， 以对贵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 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

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我们相信， 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 1 -

儒



（千l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LLP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15/F, 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

学院国际大厦 15 层 No. 1 Zhichun Road, Ha心an Dist. 

邮编 100083 Beijing, China, 100083 

三、 审核意见

电话 Telephone, +86 (10) 82330558 

传真 Fax, +86 (10) 82327668 
网址Internet, www.dax1ncpa.com.cn 

我们认为， 贵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相关规定， 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四、 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 不得用作其它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

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 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

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 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0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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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除特别注明外， 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

l、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索通发展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千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 《关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千核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553号），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9,4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截止2019年10月30日， 本公司实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9,450,000张， 募集资金

总额945,000,000元，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扣除部分证券

承销及保荐费（含税）7,000,000元后， 剩余募集资金938,000,000元汇入索通发展募集资金

专户。汇入索通发展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扣除索通发展自行支付的剩余证券承销及保荐费

（含税）、 其他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8,256,319.15元， 并加回发行费用可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863,565.22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30,607,246.07元。

2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600kt/a (900kt/ a项目 一期）高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

余热发电项目

(1)本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1612005529200308045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19 年金额 2020 年金额 2021 年金额
方向

募集资金 收 468,000,000.00 0.00 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155,802.26 308,661.39 91,261.79 

赎回银行理财产品 收 0.00 1,534,049,543.83 0.00 

前期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募
收 0.00 0.00 140,000,000.00 

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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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类别
收支

2019年金额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支 460,000,000.00 1,068,000,000.00 0.00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支出 支 7,981,600.00 0.00 0.00 

转入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
料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 支 0.00 300,500,000.00 50,000,000.00 
专户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支 0.00 140,000,000.00 110,000,000.00 

其他支出 支 381.56 2,436.95 1,425.00 

结余 173,820.70 26,029,588.97 6,119,425.76 

(2) 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

益望海路支行 53050164513800000437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母公司专户转入项目资金 收 300,500,000.00 50,000,00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388,961.14 18,622.54 

募投项目支出 支 298,779,300.93 16,233,375.80 

其他支出 支 6,116.27 2,026.14 

结余 2,103,543.94 35,886,764.54 

2.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扩建项目

(1) 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 37050184770100001061 专户资金使用情

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19年金额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募集资金 收 139,000,000.00 0.00 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47,988.72 6,447.41 28.38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支出 支 91,833,400.00 0.00 0.00 

转入子公司重庆锦旗碳素有限
支 0.00 47,166,600.00 0.00 

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专户

其他支出 支 560.00 560.00 53,344.51 

结余 47,214,028.72 53,316.1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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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公司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禁江支行

108868653321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母公司专户转入项目资金 收 47,166,600.00 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30,521.92 0.00 

募投项目支出 支 47,195,715.20 0.00 

其他支出 支 1,406.72 0.00 

结余 0.00 0.00 

3.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54 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1) 本公司华夏银行德州分行营业部 18030000000012366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19年金额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募集资金 收 162,000,000.00 0.00 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62,929.38 11,931.43 40.98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支出 支 79,315,700.00 0.00 0.00 

转入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
极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专 支 0.00 82,684,300.00 0.00 

户

其他支出 支 200.90 200.00 74,500.89 

结余 82,747,028.48 74,459.91 0.00 

(2) 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峪关新华北路支行 62050160010400000191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母公司专户转入项目资金 收 82,684,300.00 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1,108,085.67 4,504.07 

收回通知存款 收 215,000,000.00 7,047,241.95 

前期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募集资
收 0.00 60,000,000.00 

金

转存通知存款 支 222,000,000.00 0.00 

募投项目支出 支 15,966,746.29 5,366,799.92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支 60,000,000.00 6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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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类别
收支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其他支出 支 1,798.94 1,338.06 

结余 823,840.44 2,507,448.48 

(3) 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峪关新华北路支行 62050260010400000004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0.00 47,241.95 

转存通知存款 收 222,000,000.00 0.00 

收回通知存款 支 215,000,000.00 7,047,241.95 

结余 7,000,000.00 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无棣支行 80902040101421004422 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 2019年金额 2020年金额 2021年金额
方向

募集资金 收 169,000,000.00 0.00 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48,455.35 9,568.84 0.10 

募投项目支出（补充流动资金） 支 161,607,246.07 0.00 0.00 

发行费用支出 支 3,945,000.00 550,000.00 0.00 

其他支出 支 393,058.93 2,562,570.44 148.85 

结余 3,103,150.35 148.75 0.00 

（二）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l、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索通发展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千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 《关千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千核

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21] 1472 号）， 索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郎光辉先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CA

股）24,605,385 股， 每股面值 1 元， 发行价格 10. 77 元／股。

截止 2021 年 6 月 21 日， 本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 24,605,385 股， 募集资金总额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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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999,996.45元，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扣除部分证券

承销及保荐费（不含税）2,830,188.68元后，剩余 募集资金 262,169,807.77元汇入索通发展

募集资金专户。汇入索通发展募集资金专户的 募集资金 扣除索通发展自行支付的剩余证券承销

及保荐费（含税）、 其他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803,358.60元， 并加回发行费用可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205,672.4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261,572, 121. 66元。

2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1)本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1612005529200374205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方向 2021 年金额

募集资金 收 200,000,000.00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50,227.41 

募投项目支出（补充流动资金） 支 199,449,640.46 

发行费用支出 支 600,000.00 

其他支出 支 586.95 

结余 0.00 

(2) 本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376140100100069515专户资金使用情况

收支类别 收支方向 2021 年金额

募集资金 收 62,169,807.77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收 16,050.53 

募投项目支出（补充流动资金） 支 62,185,658.20 

其他支出 支 200.10 

结余 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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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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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管理制度》千 2015 年 10 月 8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堇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l、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2019 年 11 月，本公司与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邑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以及德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无棣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 月， 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600kt/a (900kt/a 项目一期）高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热发电项目实施主体） 与保荐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益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 月， 子公司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扩

建项目实施主体）与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 月，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54 室

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实施主体）与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峪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金额 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 161200552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索通发展股份 600kt/a (900kt/a项目 一期）高
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临邑 920030804 
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热

6,119,425.76 

支行 5 
发电项目

索通发展股份
中国建设银行股 370501847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 该账户于
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临邑 701000010 
分股权及扩建项目

0.00 
本期注销

支行 61 

索通发展股份 华夏银行股份有 180300000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0.00 

该账户千
有限公司 限公司德州分行 00012366 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本期注销

索通发展股份
德州银行股份有 809020401 

该账户千
有限公司

限公司滨州无棣 014210044 补充流动资金、 支付发行费用 0.00 
本期注销

支行 22 

云南索通云铝 中国建设银行股 530501645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600kt/a (900kt/a项目 一期）高

炭材料有限公 份有限公司沾益 138000004 
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热

35,886,764.54 
司 望海路支行 37 

发电项目

重庆锦旗碳素
中国银行股份有

108868653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 该账户千
有限公司

限公司重庆蔡江 321 分股权及扩建项目
0.00 

本期注销
支行

嘉峪关索通预 中国建设银行股 620501600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焙阳极有限公 份有限公司嘉峪 104000001 
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2,507,448.48 

司 关新华北路支行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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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金额 说明

嘉峪关索通预 中国建设银行股 620502600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0.00 该账户于
焙阳极有限公 份有限公司嘉峪 104000000 

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本期注销
司 关新华北路支行 04 

合计 44,513,638.78 

2、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本公司分别在工商银行临邑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开立了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1 年 7 月，本公司和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金额

索通发展股份有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16120055292003 
限公司 限公司临邑支行 74205 

索通发展股份有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37614010010006 
限公司 司济南分行 9515 

合计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l。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1.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扩建项目

0.00 

0.00 

0.00 

说明

该账户千本期
注销
该账户千本期
注销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扩建项目的扩建 160kt/a 碳素项目形成缎后焦和

生阳极产能，相关产品直接投入后续生产环节继续技工，不能独立产生外部收益，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项目的建成能够完善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的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有利千公司经营业绩的 提升。

2.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形成预焙阳极产能，该生产环节

是对自产生阳极继续加工产成预焙阳极，不能独立产生外部收益，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项目的

建成能够提升产品质侬，满足高标准生产要求，扩充产品结构，并实现节能减排，有利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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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附件1: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3,060.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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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26.1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是否已变更
募集资金承 调整后 投资 本年度投入

截至期末累 截至期末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本年度实 是否达到

项目可行性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项目（含部

诺投资总额 总额(1) 金额
计投入金额 入进度（％）

用状态日期 现的效益 预计效益
是否发生重

分变更） (2) (3)=(2)/(1)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600kt/a (900kt/a项目一期）

否 46,800.00 46,800.00 1,623.54 32,300.24 69.02 2021年11月30日 -1,631.83 不仁 否
高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
热发电项目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
否 13,900.00 13,900.00 13,900.00 100.00 2020年10月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分股权及扩建项目

部分子项目2019年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不口 16,200.00 16,200.00 536.81 10,065.23 62.13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态，部分子项目尚在

建设期。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6,160.72 16,160.72 16,160.7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3,060.72 93,060.72 2,160.35 72,426.1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600kt/a (900kt/a项目一期）尚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热发电项目千2021年11月
30 B转固后， 仅运行一个月， 产能仍处千爬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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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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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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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7,913.07 万元。 本公司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有限责任公司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9] 第 4-00136 号）。

l、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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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

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 1612005529200308045 专户转出 14,0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自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新

华北路支行 62050160010400000191 专户转出 6,0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部分募集资金在 2021 年均到期归还至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专户；

2、 公司第四届堇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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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荐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自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 1612005529200308045 专户转出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2021 年 12 月 8 日， 公司自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

关新华北路支行 62050160010400000191 专户转出 6,0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栠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将用千募投项目后续资金支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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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157.2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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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7.2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是否已变更
募集资金承 调整后投资 本年度投入

截至期末累 截至期末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本年度实 是否达到

项目可行性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项目（含部

诺投资总额 总额(1) 金额
计投入金额 入进度（％）

用状态日期 现的效益 预计效益
是否发生重

分变更） (2) (3)=(2)/(1)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6,157.21 26,157.21 26,157.21 26,157.2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157.21 26,157.21 26,157.21 26,157.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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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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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栠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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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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