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2017－035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募集

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公司 2010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93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0 年 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000 万股，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0.00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40,000.00 万元，坐扣承销费 4,515.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35,485.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

674.5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34,810.5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全部到位，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0〕10 号）。 

2.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023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 162,745,046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70元，共计募集资金 174,137.2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567.24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72,569.96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427.85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72,142.1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6〕462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公司 2010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27,096.26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578.96 万元；2017 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0.00 万元，2017

年上半年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1.76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

金 127,096.26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700.72万元。  

根据公司 2016 年 12月 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将 2010 年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公

告（公告编号：2016-070）。截至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

12,414.96 万元按计划转入公司其他账户，并对上述募集资金账户办理了注销手续。 

2.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27,214.51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1.21 万元；2017 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333.68 万元，2017

年上半年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79.7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33,548.19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30.91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9,372.68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期初余额中包含尚未支付发行费用 427.85 万元，本期

支付发行费 280.00 万元，期末余额中包含尚未支付发行费用 147.85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2010 年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系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深圳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支行和辽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灯塔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系连同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宁支行、浙商银行嘉兴海宁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有 4个募集资金专户、2 个理财账户、2 个结构性存款

账户。根据公司 2016 年 12月 2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拟使用部分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亿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1204085029219015588 0.00 

募集资金专户（已

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7333110182600091353 0.00 

募集资金专户（已

注销） 

平安银行嘉兴海宁支行 11009737772610 0.00 
募集资金专户（已

注销） 

公司 2010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小计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宁市支行 

19350101040200216 34,463,514.92 募集资金专户 

“汇利丰”2017年第 4443

期 
40,000,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 

358610100100227126 59,450,877.24 募集资金专户 

358610100200258557 10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户 

358610100200258824 10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户 

浙商银行嘉兴海宁支行 
3350020210120100073233 1,243,677.13 募集资金专户 

专属理财 1号 182天型 58,000,000.00 周期本金保护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1204085029201526697 568,699.96 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小计 393,726,769.25  

   合  计  393,726,769.25  

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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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2010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的项目为：“海宁中国皮革城三期工程”，

承诺用超额募集资金建设的项目为: “收购海宁皮革城商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购

买佟二堡中国裘皮皮装城房产”、“佟二堡海宁皮城项目后续建设”、“出资设立新乡市海

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海宁中国皮革城五期工程”、“海宁中国皮革城时尚产业园”。 

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的项目为：“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主要资产项



目”、“收购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 16.27%股权项目”、“海宁中国皮革城

六期项目”、“智慧市场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说明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260,644.45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为39,372.68万元。 

(1) 承诺投资项目：海宁中国皮革城三期工程 

该项目计划投资60,000.00万元，扣除土地出让金等外，公司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46,100.00万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部已全部完工，该项目扣除土地出让金等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39,097.51万元。 

(2) 超募资金投向一：收购海宁皮革城商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根据2010年1月2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12,670.00

万元用于收购浙江森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圣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海

宁皮革城商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革城商贸公司）51%的股权。公司于2010年2

月4日支付股权投资款，皮革城商贸公司已于2010年2月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2010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对皮革城商贸公司进行吸收合

并，皮革城商贸公司已于2010年4月22日完成工商注销手续。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12,670.00万元。 

(3) 超募资金投向二：购买佟二堡中国裘皮皮装城房产 

根据2010年1月2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借款方式将超额募集资金

7,082.50万元提供给灯塔佟二堡海宁中国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佟二堡皮革城公

司）用于购买佟二堡中国裘皮皮装城房产。佟二堡皮革城公司已于2010年4月12日支付上述

房产受让款，并于2010年8月10日办妥受让房产的权证。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7,082.50万元。 

(4) 超募资金投向三：佟二堡海宁皮革城项目后续建设 

该项目计划投资44,173.00万元，已于2009年开工建设。根据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以借款方式将超额募集资金30,411.72万元提供给佟二堡皮革城公司用于佟二

堡皮革城项目的后续建设，该项目于2012年5月完工。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30,411.72万元。 

(5) 超募资金投向四：出资设立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超额募集资金1,530.00万元用于与河南省

新乡市天玺置业有限公司、自然人庄玉昌共同出资设立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已于2011年3月4日支付股权投资款，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3月7日办妥工

商设立登记手续。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530.00万元。 



(6) 超募资金投向五：海宁中国皮革城五期工程 

该项目计划投资66,133.90万元，已于2011年6月开工建设。根据2011年4月25日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将超额募集资金16,866.28万元用于开发建设海宁中国皮革

城五期工程。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工程已全部完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6,866.28

万元。 

(7) 超募资金投向六：海宁中国皮革城时尚产业园 

该项目计划投资20,000.00万元，已于2012年9月开工建设。根据2011年1月26日的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超额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用于开发建设皮革城斜桥皮革加

工区项目（即海宁中国皮革城时尚产业园项目）。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工程已全部完工，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9,438.25万元。 

(8)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一：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主要资产项目 

根据2015年5月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计划出资80,985.00万元收购武

汉海宁皮革城主要资产项目，其中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80,000.00万元。根据公司子公

司武汉海潮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与湖北金联民生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及后

续补充协议，武汉海宁皮革城主要资产项目收购价款最终为79,338.59万元，公司已于2016

年7月11日办妥受让房产的权证。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71,165.27

万元。 

(9)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二：收购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 16.27%股

权项目 

根据2015年5月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4,686.00万元用于收购吴应杰、陈品旺持有的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16.27%

股权。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5年7月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2017

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4,662.44万元。 

(10)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三：海宁中国皮革城六期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126,667.00万元，已于2013年8月开工建设。根据2015年5月5日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62,451.20万元用于开发建设海宁中国

皮革城六期项目。该工程已全部完工，后续工程款将陆续支付。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36,913.50万元。 

(11)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四：智慧市场项目 

根据2015年5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7,000.00万元用于智慧市场项目。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806.98万

元。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情况。 

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根据公司2010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已置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536.82万元。 

（2）根据公司2016年12月27日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3,363.6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已于2016年度完成上述置换，上

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海宁中国皮

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6〕8065 号）。 

5.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12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将2010年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共计人民币12,269.97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12,414.96万元按

计划转入公司其他账户，并对上述募集资金账户办理了注销手续。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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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的智慧市场项目主要通过整合皮革城实体市场的资源优势，结

合互联网平台强大的传播力，全面融合线上线下资源，提升专业市场的服务能力，让专业市

场更智慧化，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其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月 25 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 1-6月 

编制单位：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6,952.61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33.6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0,644.45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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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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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宁中国皮革

城三期工程 
否 46,100.00 46,100.00  39,097.51 84.81 2012年 3月 119.17 是[注 1] 否 

小 计 否 46,100.00 46,100.00  39,097.51   119.17   

超募资金投向  

1.收购海宁皮革

城商贸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 

否 12,670.00 12,670.00  12,670.00 100.00 2012年 1月 1,963.13 是 否 

2.购买佟二堡中

国裘皮皮装城房

产 

否 7,082.50 7,082.50  7,082.50 100.00 2010年 3月 

7,874.82 是[注 2] 

否 

3.佟二堡海宁皮

革城项目后续建

设 

否 30,411.72 30,411.72  30,411.72 100.00 2012年 5月 否 

4.出资设立新乡

市海宁皮革发展

有限公司 

否 1,530.00 1,530.00  1,530.00 100.00 2011年 7月[注 3] -257.21 否[注 3] 否 

5.海宁中国皮革

城五期工程 
否 16,866.28 16,866.28  16,866.28 100.00 2013年 7月 3,237.97 是 否 



6.海宁中国皮革

城时尚产业园 
否 20,000.00 20,000.00  19,438.25 97.19 2014年 6月 -128.19 是 否 

小  计  88,560.50 88,560.50  87,998.75   12,690.52   

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向 
 

1.收购武汉海宁

皮革城主要资产

项目 

否 80,000.00 79,338.59 2,500.00 71,165.27 89.70 2016年 7月 -154.86 否[注 4] 否 

2.收购灯塔佟二

堡海宁皮革城有

限 责 任 公 司 

16.27%股权项目 

否 24,686.00 24,686.00  24,662.44 99.90 2015年 7月 5,708.38 否[注 5] 否 

3.海宁中国皮革

城六期项目 
否 62,451.20 62,451.20 3,833.68 36,913.50 59.11 2016年 8月 2,438.04 是 否 

4.智慧市场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806.98 11.53 [注 6] 不适用[注 6] 不适用 否 

小  计  174,137.20 173,475.79 6,333.68 133,548.19   7,991.56   

合  计  308,797.70 308,136.29 6,333.68 260,644.45   20,801.2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主要资产项目、收购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 

16.27%股权项目，详见下述注释 3、4、5 之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2之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4之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5之说明。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由于计划和实际租赁比的变化，海宁中国皮革城三期工程本期收益未达到预计收益，但从实际推算的各年累计收益已超过预期累计收益。 



 [注 2]：公司购买佟二堡中国裘皮皮装城旨在培育当时在建的佟二堡海宁皮革城项目市场，确保佟二堡海宁皮革城项目效益的实现，故将其和佟二堡海宁皮革城后续建

设项目一并考虑是否达到预期效益，根据以前年度效益披露口径，该项目效益按毛利润口径披露。 

[注 3]：新乡市海宁皮革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1年 3月设立，于 2011年 7月开始营业并实现效益；由于租金水平低于原预期，致使项目实际效益未能达到预期。 

[注 4]：由于目前的租金水平低于原预期，致使武汉海宁皮革城项目实际效益未能达到预期。 

[注 5]：由于商铺及配套物业销售情况不及预期，目前的出租情况也低于原预期，致收购灯塔佟二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 16.27%股权项目本期实际效益未能达到预

期。 

[注 6]：智慧市场项目是通过提升公司专业市场服务能力，让专业市场智能化，引进客流产生间接效益，故无法直接评估效益情况，目前正在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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