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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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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度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向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1012号文核准，由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牵头，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

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结合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000万股股份，

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9.9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386,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66,808,000.00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1,319,192,000.00元，已由主承销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

年7月15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武汉洪山支行开立的人民币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566467875024账号1,319,192,000.00元。另扣除财务顾问费、

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评估费、股权登记费等发行费用7,890,366.1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311,301,633.89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众

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15）010059号的验资报



 

告。 

2、2016年度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2016年7月2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654 号文）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不超过16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采用分期的方式发行，首期发行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剩余部分自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发行完毕。首期发行债券的基础发行规模面值为5亿元，同时可超额配

售不超过5亿元（含5亿元），每张面值为100元，共计1,000万张，其中

基础发行规模为500万张，同时可超额配售不超过500万张（含500万张），

发行价格为100元/张。首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

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6.10%，品种二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

为 6.70%。第二期发行债券的基础发行规模面值为5亿元，同时可超额

配售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每张面值为100元，共计600万张，其中

基础发行规模为500万张，同时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0万张（含100万张），

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

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6.10%，品种二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

为 6.70%。第二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有

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品种一后1年的



 

票面年利率。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2年末选择是否

将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品种一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品种二

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

本期债券品种二后 2 年的票面年利率。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二

存续期的第3年末选择是否将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品种二按

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5亿元，其中品种一的预

设基础发行规模为3亿元，同时预设超额配售规模不超过1亿元（含1亿

元），品种二的预设基础发行规模为2亿元。两个品种间可以进行相互回

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

终确定本期债券只发行品种一，原预设品种二取消发行，本期债券发行

规模仍为6亿元，票面利率为7.00%。 

首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1,000,000,000.00元，扣除按合同需于发

行后支付的承销、保荐佣金以及债券受托管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10,000,000.00元，进项税金600,000.00元后，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6年9月9日将款项人民币989,400,000.00元划入公司于中

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565169542502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9月12日

出具的众环验字（2016）010115号验资报告审验。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

总额为600,000,000.00元，扣除按合同需于发行后支付的承销、保荐佣

金以及债券受托管理费用共计人民币6,000,000.00元，进项税金

360,000.00元后，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9



 

日及2016年12月20日分别将款项人民币500,000,000.00元及款项人民币

93,640,000.00元划入公司于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565169542502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6）010152号

验资报告审验。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凯迪生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凯迪生态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53号文）

核准，公司采取网下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57,505,375.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54,799,987.50元。扣除保荐费及承

销费人民币79,801,548.00元（含增值税）后，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将款项人民币4,174,998,439.50元划入

公司于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558657542168账户。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

11月16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6）010137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5年度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本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54.41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76.54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177.87 

2、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16年度第二期募集资金，本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515.53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2391.92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907.45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6年度募集资金，本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298,164,491.81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385,731.99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27,193,212.48 

减：本半年度转入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金额（注 1） 2,020,084,531.27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2,272,480.05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桦甸县凯迪绿

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6,372,968.06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207,746.34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11,654,102.76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34,712,008.15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0,214,603.49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嫩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嫩江县凯迪绿

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3,085,847.6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78,040.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66,925,872.76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16,231,774.96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239.88   

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专户内，凯迪阳光生物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40,279,247.06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391,188.8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17,974,554.86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95,000,000.0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3,848,665.04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0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敦化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敦化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1 月 20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426,938,194.8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283,172.80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51,936,341.43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33,735,208.33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90,003,424.86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1,546,392.98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广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广元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1 月 24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55,479,697.02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320.04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55,477,697.02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20.04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紫云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紫云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1 月 24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149,051,288.28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74,744.02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78,939,332.03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12,139,045.00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2,394,505.47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653,149.80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从江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2 月 14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32,580,577.2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9,362.67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807,500.00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31,784,096.58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343.33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汉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汉寿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2 月 23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230,074,076.2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25,916.29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83,544,843.48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29,072,078.81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98,141,268.63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441,801.57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天门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天门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3 月 01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217,017,027.76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12,009.01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80,354,230.34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22,670,242.85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9,995,847.47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4,108,316.11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乐安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乐安县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3 月 02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238,422,286.56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06,971.38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81,972,785.05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21,075,136.84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521,305.66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4,960,030.39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桂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桂阳县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3 月 06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83,140,883.53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18,136.29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66,925,872.76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16,226,935.48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211.58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黄平凯迪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专户内，黄平凯迪

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3 月 23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163,987,873.47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42,763.21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79,147,312.60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13,611,434.47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3,245,354.99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026,534.62  

注1：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平乐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平乐县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3 月 23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233,509,644.32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96,830.21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2,464,406.77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14,932,968.94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7,425,376.30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783,722.52  

注1：公司于2017年03月23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三都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三都县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金额 

 2017 年 02 月 14 日转入募集资金净额 189,882,982.0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 53,032.12 

减：本半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减：本半年度置换先期投入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3,630,280.52   

16,151,042.46 

84,483,897.73 

截至 2017 年 0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670,793.5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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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武汉凯迪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

权限审批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

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由业务负责部门提请付款申请，报财务负责

人审核，经营计划中心复核，总裁审批后支付。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

累计从该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该专户总额的20%的，公司

均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应当每月向商业银行获取银行对账单，并抄送保

荐机构。本公司会计部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建立健全有关会计记录

并设立台账，具体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并定期检查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至少每

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检查结果。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2015年度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武汉洪山支行（账号566467875024）

开设了1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洪山支行 566467875024 2,177.87 活期 

合计  2,177.87  



 

2、2016年度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账号565169542502）

开设了1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 565169542502 11,907.45 活期 

合计  11,907.45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

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账号558657542168）银行账户作为募集

资金存放专项账户。该账户在2016年11月15日募集资金划入前余额为0。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 558657542168 152,272,480.05 活期 

合计  152,272,480.05  

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将使用用途为林业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专户内，凯迪阳光生物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账号558671107897）银



 

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 558671107897 93,848,665.04 活期 

合计  93,848,665.04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桦甸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账号

2130000100000134808）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34808 40,214,603.49 活期 

合计  40,214,603.49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嫩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嫩江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账号

2130000100000134781）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34781 6,239.88  活期 

合计  6,239.88  



 

公司于2017年01月20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敦化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敦化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

556071168132）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56071168132 51,546,392.98 活期 

合计  51,546,392.98  

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广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广元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

574271172362）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74271172362 

2,320.04 活期 

合计  2,320.04  

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紫云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紫云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

576871169488）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76871169488 

15,653,149.80 活期 

合计  15,653,149.80  

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从江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账号

2130000100000135160）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35160 

8,343.33 活期 

合计  8,343.33  

公司于2017年02月23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汉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汉寿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账号

2130000100000134533）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34533 

19,441,801.57 活期 

合计  19,441,801.57  

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天门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天门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账号

2130000100000134409）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34409 

34,108,316.11 活期 

合计  34,108,316.11  

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乐安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乐安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

563871557546）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63871557546 

34,960,030.39 活期 

合计  34,960,030.39  

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桂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桂阳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账号

2130000100000135036）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35036 

6,211.58 活期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合计  6,211.58  

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黄平凯迪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专户内，黄平凯迪生物质

发电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570371170701）

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70371170701 

18,026,534.62 活期 

合计  18,026,534.62  

公司于2017年01月24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平乐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平乐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

554771169928）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54771169928 

18,783,722.52 活期 

合计  18,783,722.52  

公司于2017年03月23日将使用用途为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的募集

资金转入子公司三都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专户内，三都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账号

561271165237）银行账户作为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营业部 
561271165237 
 15,670,793.50 活期 

合计  15,670,793.50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1、2015年度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于2015年8

月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武汉洪山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 

2、2016年度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1）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于2016年8

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与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

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于2016年11

月21日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协议约定如果由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实施，则

上市公司及该子公司或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也应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6年12月12日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6年12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嫩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6年12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敦化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1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紫云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1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广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1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平乐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黄平凯迪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

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

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都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乐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

募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桂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汉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天门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

募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是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生物质发电厂建设的法人主体，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存储，并于2017年3月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以上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本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2、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 

（1）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26,234.23 万元。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待

募集资金到位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已投入资金予以



 

置换。”本次拟置换资金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凯迪生

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17）010815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 26,234.23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筹集资金投

入总额 拟置换金额 

嫩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6,656.00 8,308.50 
1,623.23 

广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2,999.00 5,547.97 
0.00 

敦化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3,619.00 42,693.82 
3,373.52 

平乐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6,465.00 23,350.96 
1,493.30 

天门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0,608.00 21,701.70 
2,267.02 

汉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3,830.00 23,007.41 
2,907.21 

乐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4,090.00 23,842.23 
2,107.51 

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1,587.00 3,258.06 
3,178.41 

三都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0,695.00 18,988.30 
1,615.10 

紫云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2,260.00 14,905.13 
1,213.90 

黄平凯迪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31,676.00 16,398.79 
1,361.14 

凤冈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2,378.00 14,945.81 
0.00 

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1,043.00 18,637.12 
3,471.20 

桂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0,583.00 8,314.09 
1,622.69 

合计 
          

518,489.00  
243,899.89 

26,234.23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4月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 2016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生态文明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2.95 亿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业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前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募集资金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2017 年 5 月 9 日已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5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林业生态文明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29500 

万元及 14 家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中敦化、平乐、天门、汉寿、乐安、

紫云、黄平、三都 8 个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83621 万元，总计 

113121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业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到期前将及时、足额将该部

分募集资金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

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

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1,130.16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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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30.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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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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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资产 否 6,8141.09 6,8141.09 0.00 6,8141.09 100% 不适用 15,402.74 否 否 

风水电资产 否 26,002.64 26,002.64 0.00 26,002.64 100% 不适用 979.49 不适用 否 

生物质资产 否 3,716.82 3,716.82 0.00 3,716.82 1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否 

补充标的资产运营

资金及上市公司流

动资金 

否   0.00 33,269.55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7,860.55 97,860.55 0.00 131,130.10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度全部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本次所募集资金中没有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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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的第（16）条募集资金用途，同意支付交易对价后剩余部分可补充标的资

产运营资金及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7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结余 2,177.87 元，结余原因为银行结息。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无 

注 1：承诺投资项目在本次募集资金中为购买的资产，募集资金用途为支付交易对价及补充流动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实现的效益即购买资产本年实现的净利润。 

注 2：林业资产为本公司的林业分部，即经营能源林基地投资建设的全部 15 家公司。 

注 3：风水电资产为本公司的风水电发电分部，即经营风力和水力发电的全部 11 家公司。 

注 4：生物质资产为本公司的生物质发电分部，即经营生物质发电的德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天门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 家公司。 



 

2、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8,304.00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8,3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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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03.4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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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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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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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还银行贷款 否 80,000.00 80,000.00 0 79,991.86 99.99%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000.00 80,000.00 0 78,311.60 97.89%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160,000.00 160,000.00 0 158,303.46 98.94%（注 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截止期末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本次所募集资金中没有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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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 2016 年 2 月 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6 年 2 月 1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安排其中 8 亿元用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剩余 8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故公司不存在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7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结余 11,907.45 元，结余原因为银行结息。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无 

注 1：本年度投入金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的需于发行后支付的承销、保荐佣金以及债券受托管理费用。 

注 2：其中 11,000 万用于银行承兑汇票兑付，视同归还银行贷款。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7,499.84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2,2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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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16.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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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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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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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家生物质发电厂

建设项目 
否 289,000.00 243,899.89 94,378.05 120,612.26 38.70% 2018/6/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林业生态文明建设

项目 
否 60,000.00 50,636.66 5,185.45  11,797.46 23.29% 2020/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145,800.00 123,047.08 12,719.32 122,940.90  99.91%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494,800.00 417,583.63 112,282.82 255,350.62 54.8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未达到计划进度事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本次所募集资金中没有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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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26,234.23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拟使用林业生态文明建设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9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7 年 5 月 9 日已

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5 月 1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拟使用林业生态文明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29500 万元及 14 家生物质发电厂建设项目中敦化、

平乐、天门、汉寿、乐安、紫云、黄平、三都 8 个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83621.12 万元，合计 113,121.12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7 年 06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49,454.96 万元（含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由于公司

尚未支付因此尚有余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公司将继续按承诺投资项目规定用途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无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