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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股份”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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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杉杉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杉杉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16 号）文批准，杉

杉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524,246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

行价格为 22.8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3,445,499,990.9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7,380,000.00 元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3,428,119,990.94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存入杉杉股份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2016 年 2 月 19 日，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杉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准验字[2016]第 1031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相关方已就前述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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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扣除发行费用拟投入

募集资金 

1、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 121,918 77,950 

2、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47,083 222,300 

2.1、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92,863 84,250 

2.2、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207,913 111,450 

2.3、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46,307 26,600 

3、补充流动资金 44,300 42,562 

合计 513,301 342,812 

（二）募投项目变更与结项情况 

1、2016 年募投项目变更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

项目部分变更相关事项》的议案。2016 年 5 月 5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部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1、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

材料项目 
杉杉股份，实施地宁波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实施地新增上海、郴

州、宁德 

2、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2.1、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

及推广 

杉杉股份和内蒙古青杉汽

车有限公司，实施地宁波、

内蒙古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 

2.2、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杉杉股份，实施地宁波 

宁波杉杉八达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运通新能源系统有限公

司、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及上述三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3、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杉杉股份，实施地宁波 
上海展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实施地新增上海 

3、补充流动资金   

2、2018 年募投项目变更 

2018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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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下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动力总成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及 LIC 项

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至“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

目”，具体募集资金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总额 

已使用募集

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余额 

拟继续使用

募集资金额 

拟变更募集

资金金额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84,250 13,332.13 71,772.80 - 71,772.80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111,450 20,450.05 91,737.11 - 91,737.11 

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26,600 5,122.22 21,807.67 17,807.67 4,000.00 

合计 222,300 38,904.40 185,317.58 17,807.67 167,509.91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 218,469.66 167,509.91 

合计 218,469.66 167,509.91 

3、2020 年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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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8 月 23 日，该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利息与理财

收益 
银行手续费 

节余募集资

金 

年产 35,000吨锂离子动力电池

材料项目 
77,950.00 60,147.77

注
 1,329.36 2.89 19,135.30 

注：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与公司结项公告数据存在差异，主要系在募集专户注销前，支付

募投项目尾款所致。 

二、本次拟结项及终止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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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拟结项及终止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结余情况 

公司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一期（6 万吨）项目”，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人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19601012010090010934 17,477.5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0342 1,898.45 

上海展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19601012010090011288 7.01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2285 0.30 

内蒙古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33150198367900002286 - 

宁波杉杉电动汽车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19601012010090013813 0.33 

（二）本次拟结项及终止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后募集

资金拟投资

总额 

前期变

更募投

差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利息与

理财收

益 

银行手续

费 

结余募集

资金 

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22,600.00 - 5,734.27 619.29 0.12 17,484.90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 
167,509.91 - 167,510.06 

707.57 4.31 1,898.75 其他结余-2018 年变更募投

时公司统计数据与事后审计

数据的差额部分 

- 1,195.64 - 

合计 19,383.65 

（三）本次拟结项及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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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

项目 

实施主体：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实施进度：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167,510.06 万元。 

2、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实施主体：杉杉股份、上海展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实施进度：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已建成并投产年处理量约 19 万

个模组（约 6.84 万套）的半自动化 LIC 模组生产线，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合计 5,734.27 万元，结余募集资金合计 17,484.90 万元（含利息）。 

三、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结余及拟终止募投项目的主要原因 

（一）拟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6 万吨）项目”。截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已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

金。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结余资金主要系公司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依法对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二）拟终止募投项目的主要原因 

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因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目推进不及

预期。锂离子电容器（LIC）属于新兴产品，其下游应用市场（如智能装备领域

和地铁站台储能系统和有轨电车等交通领域）发展缓慢，不确定性较大，预期市

场培育期相对较长；其产品定制化项目居多，应用端产品开发成本相对偏高，且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锂电池成本大幅下滑等原因，使 LIC 产品性价比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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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行业市场竞争力尚需提升。 

同时，基于公司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公司对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

进行了战略调整，通过积极引入外部资本和战略投资人，优化资本架构，以降低

其在业务前期培育阶段因初始投入较大而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产生的影响。 

综上，基于投资风险控制及公司战略发展角度，公司拟终止募集资金对“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投入并将结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结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将结余募集资

金人民币合计 19,383.65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结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

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该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专户注销后，公司与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募投项目结项要求。本次终止“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是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自身发展战略和项目推进实际情况所作出

的谨慎决策，终止“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不会对现有核心业务经营及公

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后，公司 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将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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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履行的程序以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之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纯义先生、徐衍修先生、仇斌先生和朱京涛先生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募投项目结项要求。本次终止“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是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自身发展战略和项目推进实际情况所

作出的谨慎决策，终止“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不会对现有核心业务经营

及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本次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更高效合理地

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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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

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3、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已基本

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募投项目结项要求。公司终止“LIC 应用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是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自身发展战略和项目推进实际

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策，终止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现有核心业务经营及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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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及业务实

际开展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盈公司现金流，降低

整体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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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上述事项系根据

公司的客观需要做出，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

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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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小敏  吴小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