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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650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21-086 

债券代码：113621          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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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882号”《关于核准彤程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彤程新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58,8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3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24,416,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5,506,550.47元。

实际到账金额人民币685,546,000.00元，包括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0,039,449.53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8年6月21日到位，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8）验字第61200492_B01号验

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8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43,027,749.52元，2019年度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304,771,995.25元，2020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的金额为人民币83,779,026.44元，2021年半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人

民币4,862,568.11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人

民币536,441,339.32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投资收益扣

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39,339,330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30,000,000.00元，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转出人民币113,304,834.01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35,099,707.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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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27 号”《关于核准彤程新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80,018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总额为 800,18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347,585.45 元（不含增

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9,832,414.55 元。上述资金于 2021 年 2

月 1日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资并出具安永华

明（2021）验字第 61200492_B02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已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

币257,586,107.22元，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投资收益扣减

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3,139,569.09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52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6,090,404.72元（其中包括

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704,528.3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

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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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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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

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018年6月22日，本公司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或“原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空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长阳支行

及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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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四支

行（账号3105016536000000161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滩支行（账

号9745007880160000011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长阳支行（账号

512903764610212）及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号715045340011）。 

本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

本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取得的募集资金分别向彤程化学（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程化学”）及北京彤程创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

程创展”）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501.90万元及不超过人民币5,648.00万元

的无息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本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

用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取得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4,900.34万元向华奇化工

（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奇化工”）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本公司、彤程化学及国泰君安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华奇化工及国泰君安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公

司、彤程创展及国泰君安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彤程化学、华奇化工及彤程创展开

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本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进行调整，即注销本公司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滩支

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长阳

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

全部调整为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四支行进行专项存储，并与国泰

君安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年8月31日召

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9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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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担

任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并与招商证券签订了相关的保荐协

议。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

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

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公司及招商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四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彤程化学及招商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奉贤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华奇化工及招

商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无重大差异，且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 

彤程新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第四支行 
31050165360000001616 21,251,499.07 

彤程化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奉贤支行 
310069037018800033444 7,153,914.19 

华奇化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支行 
1102028529000666662 6,694,293.88 

合计   35,099,707.14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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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阳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彤程化学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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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无重大差异，且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 

彤程新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

阳支行 
512903764610303 12,421,442.47 

彤程化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金山石化支行 
31050169520000001282 3,668,962.25 

合计   16,090,404.72 

 

三、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请见

“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9,831.97 万元，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3.94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8）

专字第 61200492_B11 号鉴证报告，国泰君安也对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发表了

专项核查意见。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有资金已实施完成。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置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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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的闲置首发募集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

期内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投资

额度、投资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根据前述决议，2021年半年度本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如下：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认购日 到期日 

浦发硅谷银

行有限公司 
人民币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3,000.00 2.02% 2020年 12月 4日 2021年 2月 24日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

分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3.15% 2021年 3月 1日 2021年 6月 14日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

分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3.15% 2021年 6月 16日 2021年 9月 30日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2021年半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总额为人民币 40.32

万元。 

5、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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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募投项目“华奇化工年产 20,000吨橡胶助

剂扩建项目”、“华奇化工年产 27,000 吨橡胶助剂系列扩建项目”和“中策橡胶

股权”结项，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 11,330.48万元用于永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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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分别就该事项发表同意的

意见。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6、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请见“附表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2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及已支付的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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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人民币 119,295,805.46 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2,141,257.15 元（不含增值税）。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安永华

明（2021）专字第 61200492_B01 号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也对本次募集

资金置换情况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此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已实施完成。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和《关于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并于 2021年 2月 25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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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公司拟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的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

存款，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投资额度、投资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

负责人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2021年半年度本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如下：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认购日 到期日 

浦发硅谷银

行有限公司 

浦发硅谷银行科创宝 4

号（A 款）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第 18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3.10% 

2021年 2月 10

日 

2021年5月7

日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

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0.00 3.40% 
2021年 2月 22

日 

2021年 8月

22日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三层区间 31 天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95% 

2021年 3月 15

日 

2021年 4月

15日 

浦发硅谷银

行有限公司 

“浦发硅谷银行科创宝

4 号（A 款）”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第 197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3.10% 

2021年 3月 12

日 

2021年 6月

16日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018年第 2741期 

保本固定 

收益型 
2,000.00 3.50% 

2021年 3月 17

日 

2021年 12月

7日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

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3.35% 

2021年 4月 16

日 

2021年 7月

16日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1JG6092 期（1 个月看

涨网点专属）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3.10% 

2021年 5月 10

日 

2021年 6月

10日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1JG7349 期（三层看

涨）人民币对公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3.20% 

2021年 6月 11

日 

2021年 7月

12日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1JG6169 期（3 个月网

点专属 B 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3.30% 

2021年 6月 18

日 

2021年 9月

18日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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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2,000 万元。2021 年半年度，本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总

额为人民币 205.46万元。 

5、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综合考虑行业、市场形势及公司战略、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为更科学、合

理、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拟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设备更新提升

项目、企业智能化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中的人

民币 26,848.00 万元资金用途进行变更，用于购买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中

策橡胶”）10.1647%的股权。 

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对上述募

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并于 2019年 10月 23日经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变更情况详见“附表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表”。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中策橡胶完成了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2019

年 10月 30日，本公司发布《彤程新材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 

2、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

况。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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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

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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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

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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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550.66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6.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848.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644.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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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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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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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奇化工年产20,000吨

橡胶助剂扩建项目 
否 5,500.00 5,387.24 5,387.24 - 5,387.24 - 100.00 

2019年6

月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华奇化工年产27,000吨

橡胶助剂系列扩建项目 
否 20,000.00 11,555.76 11,555.76 - 11,555.76 - 100.00 

2020年6

月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生产设备更新提升项目 是 14,300.00 9,400.00 9,400.00 183.25 5,351.17 -4,048.83  56.9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企业智能化建设项目 是 12,600.76 4,000.76 4,000.76  277.91  2,723.70 -1,277.06  68.0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是 15,149.90 1,801.90 1,801.90 25.1 1,778.27 -23.63  98.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中策橡胶股权 是 - 26,848.00 26,848.00 - 26,848.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67,550.66 58,993.66 58,993.66 486.26 53,644.14 -5,349.5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一）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一）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相关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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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983.2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758.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758.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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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报告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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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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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万吨/年可生物降

解材料项目（一期） 
否 48,066.00 48,066.00 48,066.00   5,881.21  5,881.21 -42,184.79     12.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0000t/a 橡胶助剂

扩建项目  
否 14,807.00 14,807.00 14,807.00 8,247.85 8,247.85 -6,559.15     55.7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平台扩建项目  否 4,895.00 4,895.00 4,895.00 434.55 434.55 -4,460.45      8.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250.00 11,215.24 11,215.24 11,195.01 11,195.01 -20.23    99.8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注 2   80,018.00 78,983.24 78,983.24 25,758.61 25,758.61 -53,224.6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二）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二）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相关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考虑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对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做相应调整。 

注 2：合计项与明细项误差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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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 年 1-6 月 
编制单位：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项目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承诺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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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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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策橡胶股权 

生产设备更新提升项目、

企业智能化建设项目、研

发中心升级项目 

26,848.00 - 26,848.00 100.00 2019年10月25日 6,572.94 不适用 否 

合计  26,848.00 - 26,848.0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综合考虑行业、市场形势及公司战略、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为更科学、合理、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本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于2019年10月24日经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变更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设备更新提升项目”、“企业智能化建设

项目”、“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取得的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26,848.00万元用于购买中策橡胶

10.1647%的股权。 

 

本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对上述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并于2019年10月23日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中策橡胶完成了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2019 年 10 月 30 日，本公司发布《彤程新材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