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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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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深证上

[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 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8 日《关于核准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

限公司向北京天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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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号），核准公司向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王

进飞、珠海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永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光大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长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奥

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强、何斌等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93,969,294 股购买相

关资产，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56 元；核准公司向王进飞、珠海宏伟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6,903,765 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配套资金，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78 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9,999,996.70 元，扣除承销商发行费用人民币 10,500,000.00 元，净额已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全部到位，2015 年 5 月 20 日支付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78,618.18 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15,021,378.52 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查，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3884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2 页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2017 年募集资金发生额及余额 

1、募投项目资金 715,021,378.52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6,673,356.45 

利息收入 6,673,356.45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716,727,964.74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716,727,964.74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966,770.23 

（二）关于 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7 月 7 日《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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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465 号），核准公司通过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202,176 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349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16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向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歌斐诺宝（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田红军 6 家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 21,830,696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5.15 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叁亿叁仟零柒拾叁万伍仟零肆拾肆元肆角

（¥330,735,044.40），扣除承销及相关发行费用总计 9,679,814.68 元，募集资净额为人民

币 321,055,229.72 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2017 年募集资金发生额及余额 

1、募投项目资金 321,055,229.72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5,470,960.46 

利息收入 5,470,960.46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62,006,873.00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62,006,873.00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64,519,317.1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规的规定，2007 年 8 月 1 日，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并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江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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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2015 年 1 月修订案。 

公司 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与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

财务顾问、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

保荐机构、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安徽奥特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

协议》；本公司、财务顾问、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子

公司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

补充协议》。 

公司 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通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所协议与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

格遵照履行。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严格

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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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收支及存放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

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共有五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932006010015918911 2015.5.20 715,021,378.52 0.00 活期 2015 年 8 月销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932002010019096676   160,493.66 活期 正常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 8110501013200076673 
  268,868.05 

活期 正常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 8110501013900127533 
  1,369.02 

活期 正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932004010020215859 
  4,536,039.5 活期 正常 

合 计   715,021,378.52 4,966,770.23   

 

（三）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收支及存放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

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共有五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408830100100070981 2016.10.24 123,235,044.40 126,067,856.31 通知存款 正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 932001010030010012 2016.10.24 100,000,000.00 102,106,686.97 活期、定期 正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505369093359 2016.10.24 97,820,185.32 36,344,773.90 活期、定期 正常 

合 计     321,055,229.72 264,519,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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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2015 年重组

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2《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

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 2016 年 12 月 2 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23,643,748.00 元置换自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 517,500.00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3,126,248.00 

合计 23,643,748.00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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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计划逐步投

入承诺投资项目。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变更及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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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5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含利息收入） 72,169.47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8,271.4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71,6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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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购买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

股权 
否 39,750.00 39,750.00 0.00 39,750.00 100% 2015 年 5 月收购股权完毕 4,862.81 是 否 

年产 200 万台新型压缩机工程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1,795.00 9,987.78 99.90% 项目部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6,502.28 - 否 

年产 100 万台电控压缩机工程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3,201.45 7,299.06 104.27%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685.14    - 否 

年产 30 万台电动压缩机工程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2,135.31 6,455.62 92.22% 项目部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1,280.75 - 否 

年产 20万台新能源汽车空调用电动压缩机装配

线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1,139.70 8,178.34 102.23%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696.33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1,750.00 71,750.00 8,271.46 71,672.80   16,027.31   

合计  71,750.00 71,750.00 8,271.46 71,672.80   16,027.3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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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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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10 月 8 日，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69,292,868.35 元置换自 2014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5 年 9 月 15 日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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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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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6 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含利息收入） 32,652.62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1,149.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6,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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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 否   26,773.50    26,773.50   1,139.98         1,397.40  5.22% 
项目未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否 

支付收购牡丹江富通的现金对价 否  4,800.00    4,803.29       9.64        4,803.29  99.80% 
2016 年 7 月收购

股权完毕 
758.6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573.50  31,576.79    1,149.62         6,200.69    758.64   

合计    31,573.50  31,576.79   1,149.62         6,200.69    758.6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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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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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2 月 2 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23,643,748.00 元置换自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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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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