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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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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 2017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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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64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由主承销商（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

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67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3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10.00 万元，扣除主承销商承销佣金

及保荐费 3,200.40 万元后，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6,809.60 万元；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 1,151.74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5,657.86 万元。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出具

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25608 号验资报告审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559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众成包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以总股本 170,672,000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票，可配售股票总数为 51,201,600 股。本次

实际由主承销商（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

用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4年 1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配售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50,148,55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25 元，配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313,428,437.50 元，扣除主承销商承销保荐费及其余发行费用人民币

13,032,258.9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0,396,178.55 元。 

以上配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610001 号验资报告审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57 号《关于核准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22,497,18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7.78 元，募集资金总额 399,999,984.86 元，

扣除发行费用 13,215,668.95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为 386,784,315.91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248号《验资报告》。 

 

(二) 2017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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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6月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募集资金专户支出 20,642.96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5,342.96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15,300万元。募集资金项目本年 1-6 月投入 20,649.96 万元，其中

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5,342.96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15,300 万元。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公

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的 17,782.25 万元，直接投入承诺投资

项目 91,580.70 万元。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39,649.84 万元，募集资

金余额应为 35,012.96 万元，差异 4,636.88 万元，原因系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合计为 6,636.88 万元，同时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万元，

上述存款利息减去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后净差异为 4,636.88 万元。其中 2010 年度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7.16 万元，2011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458.63 万元，2012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89.77 万元，2013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08.67 万元，2014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为 871.11 万元，2015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 874.60 万元，2016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07.22

万元。2017年 1-6 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09.72 万元，

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了流动资金金额为 2,000.00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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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要求制定了《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嘉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善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四个专项账户，其中公司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1204070029300028420；公司中信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兴 分 行 活 期 存 款 账 户 为 ： 7333510182100022095 、

7333510182100022763；公司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

905101201900024747。 

2013 年 5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利息投资建设“年产 7000 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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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为该项目批准开设了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专项账户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专用账

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120407002930011078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活期存款账户为 7333510182100024971。 

本公司董事会为配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专用

账户，活期存款账户为：1204070029300117923。 

本公司已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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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及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为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分别批准开设了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专用账户，活期存款账户为：1204070029300300179、

1204070029300301879。 

本公司已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

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期末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 

1204070029300110784 活期户        238,228.95   

1204070114200000941 定期存款户  

 理财户 210,000,000.00 

1204070029300300179 活期户        344,136.27 

1204070029300301879 活期户    160,890,730.55 

小  计   371,473,095.7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7333510182100024971 活期户    1,025,313.50 

 理财户 24,000,000.00   

小  计   25,025,313.50 

合  计     396,498,409.27 

注：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超募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公司将闲置超募资金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存入专户开立银行

的定期户或通知存款户。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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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实施使用的情况提出申请，

财务部门核实、财务总监审核、董事长签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

进行日常监督。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

事会、监事会。 

 

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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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  众成包装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因系研发项目，无法单独计算效益。 

2、  公司配股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未来两年的财务状况，无法单

独计算效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5 年 4 月 24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为“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计划延

期两年完成，即将完成日期从 2015年 6 月延期至 2017 年 6月。 

2017 年 7月 17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

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对公司

募投项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热收缩膜建设项目”的部分实施内容进行了调

整，并将募投项目的名称变更为“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项目完成日期从 2017 年 6 月调整至 2019 年 6 月。 

 

(四)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

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浙江众成

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F10415 号），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款项合计 15,300.00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 15,3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以募集资金 15,300 万元置换前期投入资金已置换完毕。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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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众

立合成材料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 1.5 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本报告期末，众立合成材料已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暂时补充了

流动资金。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  2011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

线二期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资金

23,789.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型 3.4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二期项目”, 

2013 年 4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由超额募集资金投

入增加“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二期项目”投资金额，新增投资

2,530.00 万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

缩膜生产线二期项目金额为 25,904.99 万元。 

 

2、  2012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浙江众大包装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资金 3,750.00 万元用于投资设立子公司

“浙江众大包装设备有限公司”。2012 年 8 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浙江众

大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支付首次出资投资款 1,500.00 万元； 

3、  2013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1）公司终止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浙江众大包装设备有

限公司”，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1,50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17.26 万元，由公

司用自有资金补足并继续投资，相应公司于 2013 年 4 月、5 月分别从自有资

金账户转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1204070029300028420 内 1,500.00 万元、17.26 万元； 

（2）由超额募集资金投入增加“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项目”投

资金额，新增投资 2,250.00 万元； 

（3）由超额募集资金投入增加“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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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金额，新增投资 2,530.00 万元。 

 

4、  2013 年 5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利息投资建设“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的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利息 21,123.00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17,662.86

万元，募集资金利息 3,460.14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 

5、  2017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7年 7 月 17 日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7,000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同意对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投资

项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为：将项目实施内容调整为投资建成 3 条采用“三泡法五层共挤”生

产工艺的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生产线，新增年产能 3,000 吨（制成品）；1

条采用“三泡法七层共挤”生产工艺的 EVOH 阻隔热收缩膜生产线，新增年产

能3,000吨（制成品）。项目总投资调整为23,0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17,662.86

万元，募集资金利息 5,337.14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名称也将变更为

“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

目”。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投入“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金额为 386.44 万元。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储于相关银行募集资金专管账户。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同意

对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

部分实施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为：将项目实施内容调整为投资建成 3条采用“三

泡法五层共挤”生产工艺的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生产线，新增年产能 3,000 吨（制

成品）；1 条采用“三泡法七层共挤”生产工艺的 EVOH 阻隔热收缩膜生产线，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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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能 3,000 吨（制成品）。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23,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名称也将变更为“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

膜建设项目” 详见本报告附表 2。 

公司于 2017年 7 月 17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公司对“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项目的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

项目的可行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主要原因为：公司原拟坚持自主研发，依靠公

司自身技术力量研发成套制造高阻隔性 PVDC 薄膜的生产设备。由于该项目研发难度

高、周期长，造成公司对 PVDC 产品的研发进度低于项目建设进度预期。现公司从实

际情况出发，拟将自主研发高阻隔性 PVDC 薄膜的成套生产设备调整为引进购买部分

部件，消化吸收后和公司自有的核心技术如薄膜在线交联技术进行组合配套来制造

高阻隔 PVDC 成套生产线。同时，根据对市场的了解，公司决定同时制造多层共挤

EVOH 阻隔热收缩膜生产线，完善补充公司阻隔性收缩膜产品系列。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

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8月28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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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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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4,375.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42.9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000.00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109,362.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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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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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项目 否 21,133.50 23,383.50  23,406.48 100.10 2013 年 6 月 1,795.57 否 否 

2.年产 2,000 吨印刷膜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4,112.50 4,112.50  4,798.96 116.69 2013 年 12 月 735.24 是  否 

3.众成包装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否 4,180.00 4,180.00  4,183.50 100.08 2013 年 9 月 注 2  否 

4.配股融资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39.62 30,039.62  30,039.62 100.00  注 3  否 

5.新建年产 12 万吨热塑性弹性体材料生产项目 否 38,678.43 38,678.43 20,642.96 20,642.96 53.37 2018 年 12 月 注 4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8,144.05 100,394.05 20,642.96 83,071.52        

超募资金投向  

1.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二期项目  23,789.00 26,319.00  25,904.99 98.43 2013 年 12 月 1,836.77 否  否 

2. 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目 

是 21,123.00 23,000.00  386.44  1.68 2019 年 6 月 注 5  是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4,912.00 49,319.00  26,291.43        

合  计  143,056.05 149,713.05 20,642.96 109,362.9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一期项目和新型 3.4 米聚烯烃热收缩膜生产线二期项目未实现预期效益主要项目因采用自制设备，设备调试磨合期相对较长，且 POF 普通膜竞争激烈，POF 交联

膜市场推广比预期进度慢，公司的生产未能实现规模效益，毛利率低于预期水平，且费用发生较预期增加。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主要是由于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是一种安全可靠的高阻隔性材料，但由于其高端性，其产品技术要求高，加工工艺难度大；在该项目建设中，公司原拟

坚持自主研发制造高阻隔性 PVDC 薄膜的生产设备，因此项目研发难度高、周期长，造成该项目的进度低于建设进度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对“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项目的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项目的可行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公司拟将自主研发高阻隔性 PVDC 薄膜的成套生产设备调整为引进

购买部分部件，消化吸收后和公司自有的核心技术如薄膜在线交联技术进行组合配套来制造高阻隔 PVDC 成套生产线。同时，根据对市场的了解，公司决定同时制造多层共挤 EVOH 阻隔热收缩膜生产

线，完善补充公司阻隔性收缩膜产品系列。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详见上述三、（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17 年 1-6 月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发生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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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情况详见上述三、（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详见上述三、（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详见上述三、（五）。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公司 2017 年 1-6 月不存在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详见上述三、（八）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 2017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问题或其他情况。 

注 1：“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2：募集资金用于“众成包装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其经济效益体现在总体效益之中，无法单独计算效益。    

注 3：该次配股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未来两年的财务状况，无法单独计算效益。    

注 4：新建年产 12 万吨热塑性弹性体材料生产项目处于建设期 ，故本年度尚未实现效益。    

注 5：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目处于建设期 ，故本年度尚未实现效益。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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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实际累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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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注 1）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

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

建设项目 

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

建设项目 

23,000.00 

 

386.44 1.68 2019 年 6 月 

 
注 2 否 

合计   23,000.00 

 

386.44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

内容的议案》，同意对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7,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进行调整。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7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具体情况详见 2017 年 7月 1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7-032、2017-034 号公告及 2017 年 7 月 18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7-038 号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主要原因为：公司原拟坚持自主研发，依靠公司自身技术力量研发成套制造高阻隔性 PVDC 薄膜的生产设备。因此，该项目研发难度高、周期长，

造成公司对 PVDC 产品的研发进度低于项目建设进度预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本年 1-6 月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2：年产 3,000 吨高阻隔 PVDC 热收缩膜及 3,000 吨 EVOH 阻隔热收缩膜建设项目处于建设阶段 ，故本年度尚未实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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