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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8号文《关于核准洽洽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1年 2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 万股，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 40.00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根据有关

规定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160.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88,840.00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1年 2月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1]3442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公司累计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154，138.97

万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到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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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1.15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19,000.00万元、

2012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2,036.06 万元、2013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2,458.38 万元、2014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6,187.20 万元、2015 年度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 6,637.05万元、2016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5,304.30万元、2017

年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933.29 万元、2018 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 2,061.54 万

元。募集资金净额 188,840.00 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54,138.97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 34,701.03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净收入 25,168.94万元

（扣除手续费支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和用募集资金购买的有保本承诺的理财

产品 2018 年 6 月 30 日余额合计为 59,869.97 万元（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9,60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 60% 股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将股权转让款调整为 8,600.00 万元，因存于共管账户的

1,000.00万元股权款共管的其他方涉及个人诉讼事项，截止 报告期末尚未归还

该笔资金。公司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完整性，于 2016年 3月 2 日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存入募集资金账户）。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

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1年3月2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南支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路支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区支行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马鞍山路支行以及国元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在上述六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2年3月26日，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路支行以

及国元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黄山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2年4月17日，公司与上海奥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区支行以及国元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2年5月24日，哈尔滨洽洽食品有限公司、长沙洽洽食品有限公司分别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城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国

元证券、本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双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2年6月28日，内蒙古太阳花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洽利农农业有

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原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昌吉市支行、国元证券、本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分别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原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3年6月27日，公司分别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国元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分别

在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3年12月6日，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路支行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区支行、国元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路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新站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6年8月30日，合肥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黄山路支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7年11月16日，洽洽食品（泰国）有限公司与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Thai) Public Company Limited、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Thai) Public Company Limited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

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活/定期） 余额（万元） 备注 

兴业银行合肥黄山路支

行 

499060100100162680  0.08  募集资金专户 

小计  0.08   

中国建行银行宁乡县支

行 

43001560061052505498 0.01 募集资金专户 

小计 0.0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马鞍山路支行 

7326710182400001276  65.64  募集资金专户 

小计  65.6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稻香楼支行 

76740188000054953 7,091.90  募集资金专户 

小计 7,091.90  



 

                                               

供产销全流程业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已经于2013年10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其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黄山路支行开通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499060100100037863）余额转入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马鞍山路支行超募

资金账户（账号：7326710182400001276）； 

为方便对超募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

区支行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路支行开通的超募资金专户

（账号分别为551902011410589和20000193676510300000219）余额资金转入公司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马鞍山路支行开立的超募资金账户（账号：

7326710182400001276）； 

哈尔滨洽洽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项目已经于2015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公司将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23001867451059000358）进行销户处理，余额转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城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4001458608059002557）；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城南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34001458608059002557）进行销户处理，

余额转入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马鞍山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732671018240000127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

新站区支行 

58040154740003131 2.34  募集资金专户 

小计  2.34   

募集资金帐户合计  7,159.9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新站区支

行 

结构性存款 8,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保证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保证收益型） 

结构性存款 9,1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保本保收益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稻香楼支行 
结构性存款 15,6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保证收益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马鞍山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9,5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51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保本浮动收益

型）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合计 52,710.00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59,869.97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341327000018010046949）进行销户处理，余额

转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新站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58040154740003131）；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望江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3402014170001113）进行销户处理，余

额转入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马鞍山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7326710182400001276）；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149000119599400）进行销户处理，余额转入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新站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58040154740003131）；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中国建设银行五原支行开立的募

集资金账户（账号：15001677336052501478）进行销户处理，余额转入在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合肥新站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58040154740003131）；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新站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58040154740002366）进行销户处

理，余额转入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稻香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76740188000054953）； 

为方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将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

市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30050101040014271）进行销户处理，余额

转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新站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58040154740003131）。 

三、 2018 年度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

币 154,138.97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9,000.00 万元提前偿还



 

银行贷款、投资长沙洽洽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项目 33,683.82 万元、投资新疆

原料基地建设项目 8,798.47 万元、追加投资供产销全流程业务信息平台建设项

目 2,022.16万元、收购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项目 8,600.00 万元和投资改造总

部生产基地项目 8,172.56万元、投资电商物流中心项目 5,198.79 万元、投资坚

果分厂项目 6,415.14 万元、收购合肥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 21,518.85 万

元，合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13,432.11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

附表 2。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8,84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1.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4,138.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612.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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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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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哈尔滨洽洽食品有

限公司食品加工项

目 

— 27,539.50 27,539.50 - 23,292.88 84.58% 2013 年 5 月 1,651.24 — — 

内蒙古原料基地建

设项目 
— 9,262.07 2,649.40 - 2,649.40 100.00% 2012 年 9 月 88.29 否 是 

食品生产工艺提升

及自动化项目 
— 12,204.60 12,204.60 - 11,765.85 96.41% 2013 年 10 月  — — 

供产销全流程业务 — 2,998.73 2,998.73 - 2,998.73 100.00% 2013 年 10 月  — — 



 

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2,004.90 45,392.23 - 40,706.86 — — 1,739.53 — — 

超募资金投向   

长沙洽洽食品有限

公司食品加工项目 
— 31,064.20 35,044.20 22.32 33,706.14 96.18% 2013 年 3 月 2,109.89 — — 

上海奥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 5,000.00 5,000.00  -      —  — — 

偿还银行借款 — 19,000.00 19,000.00 - 19,000.00 100.00% —  — — 

新疆原料基地建设

项目 
— 16,892.00 8798.47  8,798.47 100.00% — 453.5 — — 

供产销全流程业务

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 2,036.59 2,022.16  2,022.16 100.00% 2013 年 10 月  — — 

收购江苏洽康食品

有限公司项目 
— 9,600.00 8,600.00 - 8,600.00 100.00% — 62.91 否 — 

改造总部生产基地

项目 
— 8,541.26 8,541.26  8,172.56 95.68% 2014 年 7 月  — — 

电商物流中心项目  14,607.15 14,607.15 547.50 5,198.79 35.59%      

坚果分厂项目  20,081.36 20,081.36 1,491.72 6,415.14 31.95%      

收购合肥华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项目 
 21,518.85 21,518.85  21,518.85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48,341.41 143,213.45 2,061.54 113,432.11 — — 2,626.30 — — 

合 计 — 200,346.31 188,605.68 2,061.54 154,138.97 — — 4,365.8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哈尔滨洽洽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项目：由于项目涉及到生产厂房、配套原

料仓库、办公用房、附属配套等诸多基建工程，受东北施工季节影响，项目进度

受到一定的影响；油炸类新生产线项目因受公司整体市场策略的影响，为避免固

定资产投资出现较长时间的闲置，经评审，将该豆类项目的建设时间适当推迟， 

2014 年度，公司基于市场需求及产能重新布局的需要，为避免市场重复投资，推

迟了部分产品的上线工作， 截止 2015 年 6 月该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内蒙古原料基地建设项目：内蒙古原料基地项目主要是建设原料仓库和风选、

手选及烘干车间，从而确保公司产品“保鲜”战略的落实，提高公司葵花籽原料

供应的质量和原料存储的安全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因内蒙古五原周边的病虫害

增加、目前无优良品种，造成原料种植面积减少，原有瓜子品质退化，公司对该

地区减少了采购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终止该项目； 

（3）食品生产工艺提升及自动化项目：食品工艺提升和自动化需要进口国外的先

进设备，其中部分关键设备为非标设备，需要定制建造且制造周期较长，未能在

规定时间内及时到位，进而导致改造项目因关键设备未到影响整体进度；项目涉

及到对车间自动化、工艺设备的改造，为避免对生产的影响，采用了规划分批进

行的模式， 2016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4）新疆原料基地建设项目：本项目力图建成国内先进的仓储和风选加工车间，

所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借鉴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产品仓储和保鲜经验；

由于部分设备需要在国外定制完成，与供应商进行技术方案的设计、谈判占用了

较长时间，而且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司相关设备进口以及国外技术引进和消化

上有不可预计的时差；外部技术人员来华时间节点受不可控因素影响，导致有关

进展耽误；另外该项目还受到当地自然灾害天气多、施工人员短缺、新园区基础

建设薄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该项目的建设进度。 2014 年

因新疆地区社会环境较为不稳定，相关人员招聘工作不能及时补充，另外 2014 年

度，公司所处区域天干少雨，影响了项目的建设工作，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在项

目安排、资源配置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经 2016 年 7 月 1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和 2016 年 8 月 5 日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调

整完成； 

（5）收购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项目：洽康食品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主要有：

洽康食品在并购后部分大型商超面临转场，周期较长，导致销售拓展出现了一定

的延缓；洽康食品经营团队与洽洽食品的销售渠道的嫁接与整合在部分方面不够

深入，销售市场在全国市场铺开较慢； 

（6）改造总部生产基地项目：本项目力图实现对总部生产基地的改扩建，提高自

动化水平，因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进口流程时间较长，并且安装调试耽搁

时间较长；因项目所在地执行新的能源政策，对原项目执行进行了适度的调整；

总部生产基地改造，涉及到对现有生产基地的改造，因包括年底春节生产、销售

旺季等因素的影响，为避免对生产的影响，采用了规划分批进行的模式，对建设

速度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影响了改造项目；公司后续将加快相关项目的进展推进，

并对研发中心、中试车间等新建项目加快建设速度，对国外设备进口等加快相关

手续办理和设备的安装调试，在不影响现有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改造项

目，该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终止实施“内蒙古原料基地建设项目”，原因见“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1）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9,000.00 万元

人民币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 2）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1,064.20 万元人民币投资长沙洽洽食品加工项目，根

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980.00 万元人民币

追加投资长沙洽洽食品加工项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已使用 33,683.82 

万元，完成 96.18%的进度； 


（ 3）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5,000.00 万元人

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奥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资金存放于浦发银行合

肥新站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并已购买理财产品；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项目终止，募投资金转入其他超募账户； 



（ 4）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6,892.00 万元人民币投资新疆原料基地建设项目，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已累计使用 8,798.47 万元； 



（ 5）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036.59 万元人

民币投资供产销全流程业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已累计

使用 2,022.16 万元； 


（ 6）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8,541.26 万元

人民币改造公司总部生产基地项目，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已累计使用 8,172.56

万元； 

（ 7）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9,600.00 万元

人民币收购江苏洽康食品有限公司 60% 股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公司对江苏洽康项目的业绩对赌部分及经营团队进行调整，将股权转让款调

整为 8,600.00 万元，将存于共管账户的第三期 1,000.00 万元股权款进行解除共

管，归还甲方指定的甲方超额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因共管方其他方涉及个人诉讼

事项，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归还该笔资金，公司为保证募资资金的完整性，于 2016



 

年 3 月 2 日从自有资金账户转入 1,000.00 万元进入超募资金账户； 


（ 8）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中 14,607.15 万元、

20,081.36 万元分别于电商物流中心项目和坚果分厂项目。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已累计使用金额分别为 5,198.79 万元、6,415.14 万元； 


（ 9）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拟使用超募集资金 21,518.85 万元

收购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肥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公司已经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完成合并。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11 年 2 月 24 日止，本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

目累计已投入 14,521.15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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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1.15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根据 2016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募投

项目“新疆原料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的议案》，该项目的部分

子项已实施完成，并投入使用，于 2015 年 10 月底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考虑，拟对该项目尚未实施的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不再实施

尚未实施的子项目。截止 2018 年 6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额为 8,798.47万元，募

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8,093.53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以七天通知存款及定期存款的形

式进行存放和投资或委托投资于银行保证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并进

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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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原料基

地建设项目 
2,649.40 - 2,649.40 100% 2012 年 9 月 88.29 — — 

合 计 - 2,649.40  2,649.40 - - 88.2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 2014年 4月 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4年 5月 8日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募投项目“内蒙古原料基地建设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仍存专户管理，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该募集资金作合理、

合规的后续安排。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见附表 1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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