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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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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宝

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08 号文《关于核准宝安鸿基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67,579,908 股新股。截至 2016 年 6 月 28 日止，本公司已实际发行股份 867,579,908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10.95 元/股，共计 9,499,999,992.60 元。上述款项

扣除保荐承销费 33,000,000.00 元后已由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缴存本公司开立的如下账号中：其中 1,500,000,000.00 元划入本公司在

中信银行北京富华大厦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8110 7010 1350 0559 867 的人民币账户

内；1,500,000,000.00 元划入本公司在中信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8110 

7010 1440 0560 302 的人民币账户内；5,000,000,000.00 元划入本公司在张家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 3740 1391 4700 015 的人民币账户内；

1,466,999,992.60 元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市桥西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0402 0201 2930 0476 405 的人民币账户内，合计人民币 9,466,999,992.60。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  (含税) 人民币 38,786,757.9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61,213,234.61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 105003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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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877 号文《关于核准东旭蓝天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截止 2018 年 11 月 22 日止，公司实际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49,700,598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13.36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 2,000,000,000.00 元。上述款项扣除保荐及承销费 23,000,000.00 元后已

由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2日缴存公司在中信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

开立的账号为 8110701013401477315 的人民币账户内，合计人民币 1,977,0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含税) 人民币

46,088,823.6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53,911,176.33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已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8）第 105006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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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按制度规定进行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 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中信银行北京世纪

城支行、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市桥西支行、民生

银行北京苏州街支行、兴业银行北京西城支行、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广发银行

惠州演达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市高新支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

司均按照该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2、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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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后, 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华支行、保

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按照该等《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存储余额  

日照东旭国山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西

城支行 
321260100100166243  4.75  

长武东旭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苏

州街支行 
697960821    204.68  

广水市孚阳电力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富

华大厦支行 

811070101310059617

8  
 1.78  

仙桃东旭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富

华大厦支行 

811070101260059618

3 
 73,376.14  

仙居量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西

城支行 
321260100100166091  23.28  

龙泉市旭泉太阳能开发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苏

州街支行 
697960830   9.46  

金寨新皇明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石

家庄市桥西支行 

040202012930047743

1 
 389,052.26  

内蒙古昊庆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苏

州街支行 
697960805   3.24  

卫辉市晟通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西

城支行 
321260100100166124  2,611,987.97  

林州市旭岗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惠州演

达路支行 

955088020223 9300 

252 
  5.39  

林州市旭林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苏

州街支行 
697960813   20,006.59  

林州市旭姚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惠州演

达路支行 

955088020223 8700 

263 
  7.83  

攸县旭晨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海

淀支行 

3212 3010 0100 2100 

35 
 689.80  

娄底旭晨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苏

州街支行 
697960889    13.07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 
37401399090015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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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石

家庄市桥西支行 

040202012930047755

5 
  4.08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世

纪城支行 

811070101250 0593 

146 
  45.78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富

华大厦支行 

811070101330 0586 

664 
  1.93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兰州市

高新支行 
61010140200006636  4.14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石

家庄市桥西支行 

0402 0201 2930 0476 

405 
1,466,999,992.60 17.56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 
3740 1391 4700 015 5,000,000,000.00 39.76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富

华大厦支行 

8110 7010 1350 0559 

867 
1,500,000,000.00 229.79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世

纪城支行 

8110 7010 1440 0560 

302 
1,500,000,000.00 0.11  

西藏东旭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民生银行北京朝

阳门支行 
699411509  18,355.61  

新泰旭蓝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民生银行北京国

贸支行 
6086 7508 6  21.10  

沧州渤海新区旭启新能源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国

贸支行 
6094 5363 9  0.00  

卫辉市晟通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国

贸支行 
6094 2998 1  0.00  

胶州市旭蓝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北京国

贸支行 
6093 2336 8  0.00  

合计   9,466,999,992.60 3,114,121.35  

注：以上专户余额不包含截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前期支出募集资金因部分采购计划调整退

回募集资金专户 56,995.00 万元。 

2、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世纪

城支行 
8110701013101475783  793,999.49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天津海河

支行 
2002868146000932  0.00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淮河路支

行 
999156009920002172  100.29 

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衡水银行荣华支行 5072765000033  12,7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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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天津东马

路支行 
2000501502000239  11.75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银行淮河路支

行 
999156009900002154  0.00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衡水银行荣华支行 5077462900013  0.00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世纪

城支行 
8110701013401477315 1,977,000,000.00 6,713.48 

合计   1,977,000,000.00  813,555.50  

注：以上专户余额不包含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 万元。 

 

三、2019 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9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10,622.45万元，其中用于募投项目10,622.45万元，

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16,731.19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说明附件 1。 

2、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8,022.61 万元，其中用于募投项目 8,022.61 万元，

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6,043.98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说明附件 2。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专项报告出具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结项、变更情况如下：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2019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对莒县40MW

项目、广水40MW项目、仙桃20MW项目、龙泉30MW项目、赤峰20MW项目、汪清

100MW项目、中基船业14MW项目、新泰50MW项目、沧州15MW项目、胶州10.96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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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汪清30MW项目、青铜峡50MW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终止实施仙居20MW项目、林州80MW项目、娄底40MW项目、

卫辉20MW屋顶项目、卫辉20MW项目、攸县100MW项目、察右中旗70MW项目、

澧县60MW项目、娄底140MW项目、中阳20MW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2020年2月6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对高

密3MW项目进行结项；公司终止实施金寨200MW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2、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2020年2月6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终止

实施广水20MW项目、衡东40MW项目、新疆60MW项目、台州20MW项目、中储粮

180.64MW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3、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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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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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0,622.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2,83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516,731.1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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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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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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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莒县 40MW 项目 否 33,900.00 33,900.00 638.82 31,147.34 91.88% 2017 年 2 月 1,863.53 是 否 

长武 30MW 项目 是 23,000.00 - - 13.4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广水 40MW 项目 否 30,500.00 30,500.00 - 30,500.00 100.00% 
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1 月 
1,911.50  是 否 

仙桃 20MW 项目 否 15,900.00 15,900.00 523.36 13,459.74 84.65% 2017 年 5 月  640.97  否 否 

仙居 20MW 项目 已终止 17,200.00 不适用 116.29 11,109.24 不适用 不适用  254.39  不适用 是 

龙泉 30MW 项目 否 26,400.00 26,400.00 1,217.48 24,296.30 92.03% 2017 年 12 月 1,624.02  是 否 

金寨 200MW 项目 已终止 164,000.00 不适用 1,093.64 108,732.57 不适用 不适用 2,277.52  不适用 是 

内蒙古察右中旗

70MW 项目 
已终止 65,000.00 不适用 - 1.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赤峰 20MW 项目 否 18,650.00 18,650.00 2,199.02 17,466.68 93.66% 2017 年 5 月 1,449.96 是 否 

赤峰 100MW 项目 是 88,250.00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卫辉 20MW 项目 已终止 17,800.00 不适用 0.01 4,042.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林州 80MW 项目 已终止 66,400.00 不适用 610.56 63,025.45 不适用 不适用 -176.86 不适用 是 

攸县 100MW 项目 已终止 81,600.00 不适用 - 20,234.7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澧县 60MW 项目 已终止 45,120.00 不适用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澧县 40MW 项目 是 30,080.00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娄底 140MW 项目 已终止 112,700.00 不适用 - 42.3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娄底 40MW 项目 已终止 32,000.00 不适用 -1,168.23 28,625.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娄底 20MW 项目 是 16,000.00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茶陵 80MW 项目 是 65,500.00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汪清 100MW 项目 是 - 74,000.00 - 74,000.00 100.00% 2017 年 12 月 6,850.28  是 否 



 

 9 

舟山 14MW 项目 是 - 7,500.00 - 7,500.00 100.00% 2018 年 1 月  801.86  是 否 

新泰 50MW 项目 是 - 43,933.85 441.46 39,125.06 89.05% 2017 年 12 月 2,322.72  是 否 

中阳 20MW 项目 已终止 - 不适用 - 2,984.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沧州 15MW 项目 是 - 10,122.50 143.92 9,512.67 93.98% 2018 年 1 月 804.80 是 否 

卫辉 20MW 屋顶项目 已终止 - 不适用 300.05 4,787.9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胶州 10.96MW 项目 是 - 6,290.72 1,518.87 5,501.70 87.46% 2018 年 1 月  469.81  是 否 

汪清 30MW 项目 是 - 21,103.00 1,233.25 12,714.34 60.25% 2018 年 9 月 1,634.31  是 否 

青铜峡 50MW 项目 是 - 32,285.30 1,753.94 7,908.52 24.50% 2018 年 10 月 1,829.83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50,000.00  10,622.45 516,731.19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950,000.00  10,622.45 516,731.1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仙居 20MW 项目、林州 80MW 项目、娄底 40MW 项目、卫辉 20MW 屋顶项目、卫辉 20MW 项目、攸县 100MW 项目、察右中旗 70MW

项目、澧县 60MW 项目、娄底 140MW 项目、中阳 20MW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项目情况变化，项目建设进度缓于预期，预计实际收益

率将远低于预期，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公司终止实施以上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2、金寨 200MW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项目情况变化、光伏行业相关政策调整等，项目建设进度缓于预期，预计实际收益率将远低于预

期，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终止实施以上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

行了公告。 

3、由于天气原因，2019 年仙桃 20MW 项目发电收益有所下降，实现 97%的预计效益。 

4、林州 80MW 项目已并网部分尚未取得国家光伏补贴指标，本年度亏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1、茶陵 80MW 项目、娄底 20MW 项目、赤峰 100MW 项目、长武 30MW 项目、澧县 40MW 项目的变更情况，详见附件 3。 

2、仙居 20MW 项目、林州 80MW 项目、娄底 40MW 项目、卫辉 20MW 屋顶项目、卫辉 20MW 项目、攸县 100MW 项目、察右中旗 70MW

项目、澧县 60MW 项目、娄底 140MW 项目、中阳 20MW 项目、金寨 200MW 项目情况，详见本附件 1“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本次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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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本年度该情况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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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

过 30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待募投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9 年底，该部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经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金寨 200MW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募集资金已

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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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5,391.12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8,022.6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76,043.9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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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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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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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广水 20MW 项目 已终止 14,064.00 不适用 1,750.85  10,405.22  不适用 不适用  726.35  不适用 是 

衡东 40MW 项目 已终止 28,123.00 不适用 4,693.86  20,264.37  不适用 不适用  1,140.37  不适用 是 

新疆第十师 60MW 项目 已终止 41,071.00 不适用  248.20  14,634.31  不适用 不适用 -118.76 不适用 是 

高密 3MW 项目 否 2,050.00 2,050.00  -     2,050.00  100.00% 2017 年 12 月  201.85  是 否 

台州 20MW 项目 已终止 12,872.00 不适用  705.45   6,685.54  不适用 不适用  373.14  不适用 是 

中储粮 180.64MW 项目 已终止 121,700.00 不适用  624.25  22,004.54  不适用 不适用  1,129.43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19,880.00  8,022.61 76,043.98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219,880.00  8,022.61 76,043.9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广水 20MW 项目、衡东 40MW 项目、新疆第十师 60MW 项目、台州 20MW 项目、中储粮 180.64MW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项目

情况变化、光伏行业相关政策调整等，项目建设进度缓于预期，预计实际收益率将远低于预期，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终止实施以上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2、新疆第十师 60MW 项目已并网部分尚未取得国家光伏补贴指标，本年度亏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同上。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本次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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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该情况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19 年 9 月 2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不超过 1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待募投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2 亿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该部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经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对高密 3MW 项目进行结项及终止实施广水 20MW 项目、衡东 40MW 项目、新疆 60MW 项目、台州

20MW 项目、中储粮 180.64MW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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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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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

计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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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汪清 100MW 项目 茶陵 80MW 项

目、娄底 20MW

项目 

74,000.00 - 74,000.00 100.00% 2017 年 12 月 6,850.28  是 否 

舟山 14MW 项目 7,500.00 - 7,500.00 100.00% 2018 年 1 月 
 801.86  

是 否 

新泰 50MW 项目 

赤峰 100MW项

目 

43,933.85 441.46 39,125.06 89.05% 2017 年 12 月 2,322.72  是 否 

中阳 20MW 项目 不适用 - 2,984.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沧州 15MW 项目 10,122.50 143.92 9,512.67 93.98% 2018 年 1 月 804.80 是 否 

卫辉 20MW 屋顶项

目 
不适用 300.05 4,787.9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胶州 10.96MW 项目 6,290.72 1,518.87 5,501.70 87.46% 2018 年 1 月  469.81  是 否 

汪清 30MW 项目 长武 30MW 项目 21,103.00 1,233.25 12,714.34 60.25% 2018 年 9 月 1,634.31  是 否 

青铜峡 50MW 项目 澧县 40MW 项目 32,285.30 1,753.94 7,908.52 24.50% 2018 年 10 月 1,829.83  是 否 

合计    5,391.49  164,034.52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1、茶陵 80MW 项目及娄底 20MW 项目因施工水面情况变化较大，项目建设难度加大，建设成本大幅增加导致收益低于预期等原因一直未能开

工建设，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投项目收益水平，公司 2017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将茶

陵 80MW 项目及娄底 20MW 项目变更为汪清县 100MW、舟山 14MW 项目。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对上述事项

进行了公告。 

2、赤峰 100MW 项目因政策变化收益率远低于预期，项目未开工建设，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投项目收益

水平，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7 年 11 月 22 日召开 2017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赤峰 100MW 项目变更为：新泰 50MW 项目、中阳 20MW 项目、卫

辉 20MW 屋顶项目、沧州 15MW 项目、胶州 10.96MW 项目。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08.30 万元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根据相关

规定妥善安排使用。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3、长武 30MW 项目、澧县 40MW 项目因项目情况变化项目建设进度缓于预期，收益率远低于预期，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

目建设，提高募投项目收益水平，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 年 9 月 3 日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长武 30MW 项目、澧县 40MW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及前次变更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合计为 53,388.30 万元，变更为：汪清 30MW 项目、青铜峡 50MW 项目。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卫辉 20MW 屋顶项目、中阳 20MW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项目情况变化，项目建设进度缓于预期，预计实际收益率将远低于预期，为提高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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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终止实施以上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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