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上证公字

［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将 2019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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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公司 IPO 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899 号

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2）26 号文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向社会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人

民币 6.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8,250,000.00 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直接扣

减的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4,298,883.6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3,951,116.3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210592 号《验资

报告》。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徐汇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等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2019 年 6 月

30 日余额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32411208010087078 2012-8-13 143,978,750.00 已销户 

交通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310066865018010214028 2012-8-13 40,000,000.00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121902120310708 2012-8-13 100,000,000.00 已销户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6211214000122 2012-8-13 30,000,000.00 已销户 

合 计   313,978,750.00  

注：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减去承销费用后的余额，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2、2016 年 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920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9,114,597.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14.6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05,419,992.02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69,385,635.87 元后，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36,034,356.15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733 号《验资

报告》。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

浦东分行、平安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福山支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徐汇支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等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 

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2019 年 6 月 30 日

余额 
存储方式 

上海华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775213 2016/9/19 1,560,000,000.00 300,004,715.13 

活期存款/ 

定期存单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徐汇支行 
50131000557147209 2016/9/19 1,576,034,356.15 154,010,178.62 

活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上海 

北外滩支行 
8110201012200778979   79,669,963.01 

活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北京 

空港支行 
346767101769   68,488,833.49 活期存款 

平安银行上海 

南京西路支行 
15182018022300   1,645,885.28 

活期存款/结构性

存款/保本型理财 

中国民生银行 

上海分行 
630068072   332,120,754.32 

活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合  计   3,436,034,356.15 935,940,329.85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2 年 8 月公司 IPO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57,985,014.74 元。 

2019 年 1—6 月募集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投入 425,000.0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6,000,000元，IPO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海农村商业银行：32411208010087078于2019

年 4 月 23 日注销，剩余资金 1,623,636.40 元全部存入公司一般户。至此，公司 IPO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全部注销。 

2、2016 年 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434,347,155.57 元。 

2019 年 1-6 月募集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投入 117,397,233.42 元，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 1,150,000,000.00 元，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750,000,000.00 元，加上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8,990,407.70 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 935,940,329.85 元。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期初净额 1,434,347,155.5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0.00  

本期收到募集资金金额（+） 0.00  

本期募集资金支出金额（-） 117,397,233.42  

定期存款到期归还募集资金（+） 2,055,000,000.00  



项    目 金    额 

保本型理财归还募集资金（+） 160,800,000.00  

募集资金转至定期存款金额（-） 2,846,000,000.00  

募集资金转至保本型理财金额（-） 160,800,000.00   

定期存款余额（+） 791,000,000.00   

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 0  

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750,000,000.00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150,000,000.00  

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0.0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利息收入（+） 18,996,138.3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手续费支出（-） 5,730.60  

其他流入（+） 676,418,611.40  

其他流出（-） 676,418,611.4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应有余额 935,940,329.85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际余额 935,940,329.85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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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上

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

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资

金管理与监督、超募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

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证

券监管法规、公司《管理办法》以及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

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接受保荐机构的监

督。报告期内，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报告期内 IPO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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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无置换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2 年 8 月公司 IPO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2、2016 年 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龙宇

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公司

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归

还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人民币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2019年5月29日公司将人民币 35,000

万元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

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十二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十二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公司 IPO 募集资金，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无相关情况。 

2、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 产品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 
是否

赎回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2018/11/6 2019/2/13 54.92 是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 2018/12/5 2019/3/5 99.95 是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5,000.00 2018/12/27 2019/3/27 149.79 是 

浦发银行南市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900.00 2018/12/10 2019/1/14 3.19 是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8/12/11 2019/1/11 11.47 是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8/12/13 2019/1/14 11.84 是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8/12/13 2019/1/14 11.84 是 

上海农商银行徐汇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6,000.00 2018/12/26 2019/1/28 21.70 是 

上海农商银行徐汇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5,000.00 2018/12/26 2019/3/27 153.33 是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8/9/27 2019/3/27 175.08 是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3,800.00 2018/10/22 2019/2/1 269.36 是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9/1/11 2019/12/11  否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9/1/14 2019/12/13  否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 保本固定收益 10,000.00 2019/1/14 2019/12/13  否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 2019/1/2 2019/4/2 101.10 是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400.00 2019/1/3 2019/2/11 5.99 是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 2019/1/14 2019/2/14 3.40 是 

上海农商银行徐汇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5,100.00 2019/3/27 2019/6/26 148.70 是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2019/3/28 2019/6/28 48.52 是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6,000.00 2019/1/11 2019/2/11 18.85 是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1,000.00 2019/2/15 2019/3/18 31.76 是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2019/3/6 2019/6/6 49.4 是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100.00 2019/3/7 2019/6/10 51.77 是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 2019/3/19 2019/6/19 98.3 是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4,000.00 2019/3/27 2019/5/6 16.03 是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1,100.00 2019/3/27 2019/6/27 107.72 是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7,400.00 2019/4/1 2019/5/7 28.1 是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7,800.00 2019/5/10 2019/6/10 23.19 是 

上海农商银行徐汇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5,300.00 2019/6/26 2019/9/24  否 

中信银行北外滩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2019/6/28 2019/9/27  否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2019/4/3 2019/5/13 20 是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 2019/6/12 2019/9/12  否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800.00 2019/6/21 2019/7/31  否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 2019/6/21 2019/9/20  否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8,000.00 2019/6/27 2019/8/6  否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4,000.00 2019/6/27 2019/9/27  否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 2018/12/27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 2018/12/28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赎回 -6,000.00  2019/1/11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 2019/3/19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赎回 -2,600.00  2019/3/28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赎回 -1,000.00  2019/4/2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4,080.00 2019/5/7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赎回 -2,800.00  2019/5/14   

平安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T+0理财 赎回 -3,680.00  2019/6/17 57.32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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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 5,813 万元

（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按转出时账户实

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累计将 IPO 剩余募集

资金 5,762.36 万元存入公司一般户，同时注销 IPO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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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2 年 8 月公司 IPO 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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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2016 年 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无。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无。 

(四)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 



 

附表 1-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3,951,116.3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5,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4,5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7,612,117.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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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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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建水

上加油

船队 

有 265,000,000.00 80,500,000.00 80,500,000.00  60,000,000.00 -20,500,000.00 74.53 实施完毕   否 

信息系

统建设 
否 20,660,000.00 20,660,000.00 20,660,000.00 425,000.00 2,674,572.00 -17,985,428.00 12.95 实施完毕   否 

建设燃

料油技

术研发

中心 

否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431,245.20  -9,568,754.80 4.31  终止实施   否 

合计 / 295,660,000.00 111,160,000.00 111,160,000.00 425,000.00 63,105,817.20 -48,054,182.80 56.7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组建水上加油船队：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国际、国内航运业不振，公司控制船舶投资可能带来的市场

风险和资金风险；同时，航运业持续低迷也给公司燃料油销售带来不利影响，在公司现有水上加油船队，

已能满足现有船加油业务所需的前提下，不再进行船舶建造及追加船舶投资。 

(2)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公司的多元化业务对信息系统的部署和架构设计提出了较高要求，公司自信息系

统立项以来，不断的开展市场调研、管理需求整理等工作，同时根据调研结果，公司已陆续上线 ERP 系

统、OA 系统、银企直联系统，已经达到预定效果并能够满足日常运营需求。 

(3)建设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项目经过前期的选址阶段，在进入投建阶段后，考虑到公司燃料油业

务受外部环境较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公司对原有的调合油业务进行整合，经综合考虑并结合公司长远战

略发展，停止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决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募投项目所需募集资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800 万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 IPO募集资金实际结余5,762.36万元。形成原因为：组建水上加油船队项目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2,050 

万元：自 2012 年以来，国际、国内航运业增速下降，公司为控制船舶投资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在现有

水上加油船队能满足公司船加油业务所需的前提下，不再进行船舶建造及追加船舶投资。信息系统建设

项目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799 万元：公司的多元化业务对信息系统的部署和架构设计提出了较高要求，

公司自信息系统立项以来，不断的开展市场调研、管理需求整理等工作，同时根据调研结果，公司已陆

续上线 ERP 系统、OA 系统、银企直联系统，已经达到预定效果并能够满足需求。 

终止建设燃料油技术研发中心，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957 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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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 1-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36,034,356.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397,233.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58,735,3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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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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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购 北 京

金 汉 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100%股

权 并 对 其

增 资 建 设

云 计 算 运

营中心 

 3,505,420,000.00 3,505,420,000.00 3,505,420,000.00 117,397,233.42 1,558,735,394.78 -1,946,684,605.22 44.5 

一期工程已

于 2019 年 5

月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11,549,440.96 否 否 

合计 / 3,505,420,000.00 3,505,420,000.00 3,505,420,000.00 117,397,233.42 1,558,735,394.78 -1,946,684,605.22 44.5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综合考虑大客户对项目设计的变更和上架需求情况，为保障项目的盈利水平，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过谨慎的研究决定根据实际建设需要，进行阶段性投入，目前已在 2019 年 5 月底完

成数据中心一期工程的客户验收，并于 2019 年 6 月开始计费，数据中心二期工程正处于筹备阶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0,000.00 万元。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均发表了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正文之“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正文之“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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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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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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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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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设立新加坡龙

宇燃油有限公司 

组建水上

加油船队 
60,000,000.00 60,000,000.00  60,000,000.00 100.00 2013.12 -1,824,211.35 否 否 

投资设立大宗商品

贸易合资公司 

组建水上

加油船队 
124,500,000.00 124,500,000.00  124,500,000.00 100.00 2015.12 -4,266,867.61 是 否 

合计 / 184,500,000.00 184,500,000.00  184,500,000.00 100.00 / -6,091,078.96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募投项目） 

1、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国际、国内航运业增速放缓。在此情况下，公司加速拓展了燃料油另一块需求市场——炼化企业原

料市场。这块市场目前的年需求量与船用燃料油需求量市场基本相当。供应炼化企业的原料均为调合后的燃料油，公司为拓展

资源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拟拓展海外采购渠道。经 2012 年 11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2 年 12 月 15 日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变更用途募集资金全部

投资到位。 

2、国际、国内航运业不振，对公司“组建水上加油船队”募投项目带来重大影响，公司为控制船舶投资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

和资金风险，未进行船舶建造。同时，航运业持续低迷也给公司燃料油销售带来不利影响，一是导致船用燃料油需求的下降；

二是由于部分航运企业资金链比较紧张，为控制信用风险，公司主动收紧对部分客户的船用燃料油供应，导致业务量有所缩减。

公司现有水上加油船队，已能满足现有船加油业务所需，暂不需要新增加油船。 

在行业波谷期，公司重心放在提高自身管理及经营能力，努力消化外部不利环境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司也积极利用现有

平台，逐步拓展与公司业务相关联的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形成对现有业务有益的、必要的补充。2014 年，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

务已对公司产生一定的销售收入与利润贡献，在此基础上，公司拟与大宗商品贸易经验丰富的成熟团队合作，合资设立大宗商

品贸易平台。 

经 2015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 月 2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组建

水上加油船队项目”未投入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2,450 万元，用于对外投资成立大宗商品贸易合资公司。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国内石油、石化产品需求下降，对新加坡龙宇业务开展带来负面影响，2016 年暂停新加坡燃油业务。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