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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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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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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 2017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年 8月 19日以证监许可[2014]841号文《关

于核准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2,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20.49 元，募集资金总额 147,528.00万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0,452.8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37,075.20 万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9 月 2 日全部到位，存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牛塘支

行的 32001626739052502637 账户。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等

其他发行费用 1,630.7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444.5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衡验字（2014）

00075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编号 项目总需求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 

1 年产 2万吨商品染料项目 连云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 27,066.00 27,066.0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编号 项目总需求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 

案 3207001100309-1 

2 
年产 8,000 吨还原染料 

技改项目 

连云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

案 3207001004602-1 
26,166.00 26,166.00 

3 园区集中供热项目 灌南县发改委灌发改[2011]62 号 27,302.00 27,302.00 

4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 
江苏省发改委苏发改投资发

[2010]1780 号 
5,000.00 5,000.00 

5 偿还银行贷款 - 50,000.00 50,000.00 

 合计 - 135,534.00 135,534.00 

根据2014年10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用募集资金

29,891.9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根据公司2014年10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4年11月6日公司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5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公司2015年8月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5年9月7日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取消“年产2万吨商品染料项目”，将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

资金27,066万元投入到“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项目”中。江苏道

博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项目拟投入金额总额45,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投入27,066万元（占公司首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9.98%），其余以自有资金投入。 

根据公司2016年3月3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园区集中供热项目”

变更为“热电联产项目”，预计总投资41,037.7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

变，仍为27,302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根据公司2016年12月22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

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136,169.14万元，其中募集资



金到账前，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29,891.98万元，募集资

金到位后投入金额为106,277.16万元。 

截止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1,923.98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累计取得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525.29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

金额为2,134.59万元，支付手续费11.27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最大程度地

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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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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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得到严格执行，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必

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申请并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凡涉及每一笔

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主管部门经理（或项目负

责人）签字后报公司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审核后，逐级由财务总监及董事长签

字后予以付款，超过董事长权限范围的支出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 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及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公司子公司连云

港亚邦供热有限公司、子公司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营业部、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招商

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钟楼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及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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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各银行按月（每月 10日前）向公司及相关子、

分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余额为 1,923.98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牛塘支行 32001626739052502637 募集资金专户  660,152.8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营业部 324006010018170390374 募集资金专户  123,580.39  

华夏银行常州钟楼支行 13154000000175184 募集资金专户  9,297,612.53  

民生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692072817 募集资金专户  6,545.25  

中信银行常州分行 7325010182600072693 募集资金专户 4,577,139.60 

招商银行常州钟楼支行 519902570010601  募集资金专户 4,574,791.52 

小    计  - -  19,239,822.13 

三、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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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2014年9月2日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

计298,919,828.38元，该款项已于2014年10月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公司使用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项目298,919,828.38元，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衡

专字（2014）732号《关于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鉴证报告》，并于2014年10月10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298,919,828.38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

同意意见。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六）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4年10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4年11月6日公司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2016年12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

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截至2017

年6月30日，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8月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5年9月7日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取消“年产2万吨商品染料项目”，将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

资金27,066万元投入到“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项目”中。江苏道

博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项目拟投入金额总额45,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投入27,066万元（占公司首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9.98%），其余以自有资金投入。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支付股权收购款27,066.00万元。 

根据公司2016年3月3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园区集中供热项目”

变更为“热电联产项目”，预计总投资41,037.7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

变，仍为27,302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

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项目投资款28,445.94万元。募集资金投入超出部分为对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及利息收入净额。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除了存在

银行理财资金及其收益未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外，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

管理违规情形。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4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 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5,444.50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040.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066.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6,169.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9.98%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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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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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

(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报告期内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3)=(2)-(1) 

年产 2万吨商品染料项目 是 27,066.00  - - - - - - - - 是 

年产 8,000 吨还原染料 

技改项目 
否 26,166.00  26,166.00  - 26,192.43 26.43  100.10      2014年 6月   1,546.72  否 否 

热电联产项目 是 27,302.00  27,302.00      11,974.77  28,445.94 1,143.94 104.19  2017年 9月      26.26  否 否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 否 5,000.00  5,000.00  - 4,554.27 -445.73  91.09 2013年 1月     697.00  是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50,000.00  50,000.00  - 49,910.50 -89.5  99.82 - - - 否 

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项目 
是 - 27,066.00  66.00 27,066.00        -      100.00  - - - 否 

合  计 
 

135,534.00 135,534.00  12,040.77 136,169.14 635.1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与原因（分具体项

目） 

（1）年产 8,000 吨还原染料技改项目由于还原染料市场竞争激烈，2017年上半年虽然还原染料销量和售价同比小幅增加，但毛利率偏低。导致本年效益未实现。 
（2）热电联产项目目前尚处于筹建阶段，总项目投入进度为 104.19%，建设进度 90%。已投入使用的是其子项目配套脱盐水站，报告期实现效益 26.26万元，未达预计效益主要是因

为该子项目规模较小，募投项目尚在建设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年产 2 万吨商品染料项目”总投资额 27,066 万元，近几年，公司牛塘生产区商品化设备在搬迁至连云港的过程中，通过设备改进、工艺优化等措施，使设备利用率有了较大的提

高，同时也对部分蒽醌商品染料的产能进行了一定的扩充，使公司蒽醌商品染料的产能整体有了明显的提升。公司现有蒽醌商品染料的产能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故根据公司

2015年 8月 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5年 9月 7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取消“年

产 2 万吨商品染料项目”，将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27,066万元投入到“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项目”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在 2014年 9月 2日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 298,919,828.38元，该款项已于 2014 年 10 月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项

目 298,919,828.38 元，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衡专字（2014）732号《关于江苏亚邦染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并于 2014年 10月 10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298,919,828.38 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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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0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4年 11月 6 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2016年 12月 22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2 亿

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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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