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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8-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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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制度的规定，现将本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4日、11月21日经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2012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71,839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

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阜康公司”）增资，用于建设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100万吨/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期）即80万吨/

年聚氯乙烯树脂、60万吨/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3月11日，以证监许可〔2013〕229号文《关

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中泰化学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73,746万股新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5,899,078股，发行价格

6.7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599,395,748.84元，于2013年9月6日收到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1,579,395,748.84元（已扣除承销商发行费用和保荐费20,000,000.00元），减除其他

发行费用2,220,000.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1,577,175,748.84元。已经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3]010650号《验资报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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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公司于2013

年9月6日将本次募集资金1,579,395,748.84元，存入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以

下简称“国开行”）开立的账号为65101560063876190000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3年11月新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募集资金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认为支付

中国化工报社信息披露费和深圳市怀新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咨询顾问费共计23万

元不属于其他发行费用，扣除该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577,405,748.84元。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28 日召开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54%股权、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富纱业”）49%股权、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

流”）100%股权，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378,125,380 股。同时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276,0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377,049,180

股，发行价格 7.32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蓝天物流、新疆

富丽达、金富纱业投资项目建设、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及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6】788

号文《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77,049,180 股新股

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截止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鉴于利润分

配事项，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调

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由原来的 7.32 元/股调整为 7.30 元/股，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 377,049,180 股调整为不超过

378,082,192 股。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最终发行价格为 7.32 元/股，发行数

量为 377,049,18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759,999,997.60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377,049,180 股，发行价格为 7.32 元/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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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总额为 2,759,999,997.60 元，扣除发行费用 86,414,210.48 元（财务顾问费用及承

销费用 83,399,999.96 元，公司自行支付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 3,014,210.52 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2,673,585,787.12 元。募集资金扣除应支付的财务顾问费用及承销费

用 83,399,999.96 元后的余额 2,676,599,997.64 元，已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存入公司国

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5101560065742360000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内。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瑞华验字[2016]01740006 号验资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所需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 108,341.00 85,780.59 

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 46,660.00 46,483.84 

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 28,618.00 27,947.96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8,000.00 17,744.75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18,000.00 18,000.00 

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80,042.86 80,042.86 

合    计 299,661.86 276,000.00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在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召开后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配套资金

到位后予以置换。截至 2016 年 10 月 18 日，金富纱业、新疆富丽达和蓝天物流以募

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 “新

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及“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分别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 41,099.52 万元、32,185.69 万元、131.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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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1 万元，共计人民币 73,576.49 万元，关于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

第 01740012 号报告。 

（二）本次募集资金实施方案如下： 

1、中泰化学用募集资金向新疆富丽达增资 95,402.82 万元，按 1:1 折为新疆富丽

达的注册资本，其中：27,947.96 万元用于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

67,454.86 万元通过新疆富丽达以增资方式投向金富纱业。 

2、中泰化学与新疆富丽达按照金富纱业现有的股权比例同时向金富纱业进行增

资，中泰化学向金富纱业增资 64,809.57 万元，新疆富丽达向金富纱业增资 67,454.86

万元，增资资金均按 1:1 折为金富纱业的注册资本，资金用于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

目二期和 20 万纱锭项目建设。 

3、中泰化学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蓝天物流增资 35,744.75 万元，增资资金

按 1:1 折为蓝天物流的注册资本，资金用于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补充蓝天物流

营运资金。 

4、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267,358.58 万元用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后，剩余

71,401.44 万元用于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5、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按上述方案实施后，中泰化学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办理

注销，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将全部转入中泰化学基本户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确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方案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五届三十

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权益，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分别于2017年1月16日、2017年2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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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公

司于2013年4月9日在国开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公司四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开立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公司 2013 年 12

月 5 日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开立了一个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作为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理财资金

及收益已全部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8 月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本

次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约 16.35 亿元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

能化增资，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并同意托克逊能化开立 2

个专项存储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专项支出。托克逊能化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21、22

日在兴业银行和国开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8年6月30日，各银行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用账户

用途 
账户余额（元）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分行 

65101560063876190000 
募集资金

专户 
已销户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1201010100100384540 

理财资金

专户 
已销户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

逊能化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分行 

65101560064471060000 

募集资

金专户 

1,674,757.26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

逊能化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512010100100455263 

募集资

金专户 

2,258,0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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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932,846.20 

中泰化学、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2013 年 12 月 24

日与国开行、兴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机

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

均按《管理办法》中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披露等规定执行，

无违背协议规定条款行为。 

公司在兴业银行开立的账号为 512010100100384540 的理财专户已于 2014 年 9

月销户，资金已全部转入国开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65101560063876190000）；

10 月 17 日公司将国开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的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上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随之终止。 

2014 年 10 月 13 日，托克逊能化、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国

开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均按《管理办法》中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披露等规定执行，无违背协议规

定条款的行为。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公

司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在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友好路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 年 8 月 3 日公司与国家开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东方花旗证券有

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该专户仅

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新疆富丽达、蓝天物流均于2016年7月12日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金富纱业于2016年7月14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年8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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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独

立财务顾问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8年6月30日，各银行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 

（元） 

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友好路支行专户 
512050100100159505 0.00 

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65101560065742360000  0.00 

新疆富丽达纤

维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512050100100159094 129,225.13  

巴州金富特种

纱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 
30018801040017254 5,430,614.08  

新疆蓝天石油

化学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512050100100158936 602,907.94  

注 1：中泰化学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兴业银行（账户号：512050100100159505）实

际未使用，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办理销户。 

注 2：中泰化学募集配套资金按方案实施后，中泰化学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国家开

发银行（账户号：65101560065742360000）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办理销户，募集资

金的利息收入 1,286,210.44 元已全部转入中泰化学基本户。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结合氯碱行业市场

情况及时进行战略调整，为降低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分别于2013年10月10日、

10月30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

暂停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募集资金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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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在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确定后及时进行调整。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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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进行现金管理，其投资的产品须符合

以下条件：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

募集资金使用》中“上市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的

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分别经公司2013年11月7日、11

月26日召开的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和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根

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经2014年2月14日五届三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7,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

均已到期，本金 253,000 万元(滚动使用 150,000 万元)及理财收益 59,929,711.41 元已

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另 2014 年 2 月使用 7,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款项已于 10 月 9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户，9 月使用 43,5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

学流动资金，10 月 17 日将国开行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 8,817,590.72 元用于永

久补充中泰化学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收支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577,405,748.84 

减：归还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投资理财支出 2,530,000,000.00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43,817,5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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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回理财本金  2,530,000,000.00 

收回理财收益  59,929,711.41 

利息及手续费  6,482,130.47 

转入新募投项目 1,200,000,000.00 

2、2016 年度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五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方

案的议案》，公司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完成

了向标的公司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的增资及偿还公司银行贷款。 

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富

丽达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7,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分别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2017 年 9 月 22 日将前期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2,500

万元、1,500 万元、23,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新疆富丽达募投项目的付款进度和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经中泰化学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新疆富丽达将 23,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新疆富丽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8 年 1 月 22 日，新疆富丽

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情况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000 万元

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4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7,000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专用账



 10 

户，该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了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

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3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

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将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富纱业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转出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泰化学于2018年3月28日召开了六届十八次董事会、2018年4月13日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

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其中新疆富丽达投资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金富纱业不超过

1,500万元、蓝天物流不超过2,000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在初始成交之时利率即已锁定，收益大小也已确定，因此

在逆回购到期日之前市场利率波动对已发生的交易没有影响。新疆富丽达、金富纱

业、蓝天物流拟开展的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系采用标准券方式的质押式回购交易，

不存在履约风险。 

金富纱业于2018年4月11日，新疆富丽达和蓝天物流于4月12日分别在九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立证券账号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新疆富丽达5月22日从

募集资金账户转款500万元至九州证券账户，6月21日转回150万元，证券账户余额350

万元；金富纱业6月27日转款500万元、蓝天物流5月22日转款1730万元。国债逆回购

业务均由公司财务结算中心进行操作，并按照既定的流程履行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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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6月30日，九州证券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证券资金号 资产总额 （元）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87878003469 3,511,845.27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87878003463 5,000,745.98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87878003471 17,347,612.77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各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中泰化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2,673,585,787.12 

减：向新疆富丽达增资 954,028,200.00 

     向金富纱业增资 648,095,700.00 

     向蓝天物流增资 357,447,500.00 

     偿还银行贷款 714,014,387.1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00 

（二）富丽达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954,028,200.00 

减：向金富纱业增资 674,548,600.00 

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 1,316,700.00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4,675,424.69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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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280,000,000.00 

利息及手续费 141,749.8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29,225.13 

（三）金富纱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322,644,300.00 

减：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 732,852,127.34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06,294,709.68 

     铺底流动资金 54,094,423.0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40,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 5,000,000.00 

加：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420,000,000.00 

利息及手续费 1,027,574.1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5,430,614.08 

注：金富纱业募集资金净额 1,322,644,300.00 元，其中中泰化学向金富纱业增资

648,095,700.00 元，新疆富丽达向金富纱业增资 674,548,600.00 元。 

（四）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357,447,500.00 

减：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 1,596,061.70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8,052,673.94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18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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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20,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 17,300,000.00 

加：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170,000,000.00 

    利息及手续费 104,143.58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02,907.94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发展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根据公司 2014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五届十一

次董事会、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实施募投项目“中泰化学阜康工业

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期），将本

次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约 16.35 亿元中 12 亿元变更为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化

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能化”）增资，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流动资金。除此之外，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4.44 亿元用于

永久补充中泰化学的流动资金。同意以募集资金对此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募

集资金增资至托克逊能化期间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自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托克逊能化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款项为

123,679,507.68 元。该事项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核，并出具瑞华核字[2014]第 01740009 号报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合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项目

建设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托克逊能化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付款计划，利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经公司 2014 年 8 月 20 日五届十

一次董事会、9 月 11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最高额度不超

过 9.5 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在决议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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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将 12 亿元募集资金汇入托克逊能化开立的两个募集资

金专户。2015 年 1 月 6 日托克逊能化与国开行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委托投资理财

协议》，理财本金为 2.6 亿元，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6 日，待理财

计划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后，理财收益随本金一并支付。 

截至 2016 年 1 月 6 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本金 2.6 亿元及理财收益 1,248

万元已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电石项目已于 2015 年 7 月投产，按照项目合同约

定，主要为合同尾款及质保金未支付。根据付款计划，托克逊能化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将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五届四十三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11 月 28 日托克逊能化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0.5 亿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托克逊能化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2018

年 4 月 13 日分别将 0.4 亿元、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

项分别经公司六届十三次、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经 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4 月 13 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将 0.4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国债逆回购投资，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托克逊能化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在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号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从募集资金账户转款 1500 万元至九

州证券账户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国债逆回购业务均由公司财务结算中心进行操作，

并按照既定的流程履行审批手续。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九州证券账户具体情况见下表： 

账户名称 证券资金号 资产总额 （元）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87878003470 15,041,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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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托克逊能化募集资金收支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1,200,000,000.00 

减：归还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123,679,507.68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938,860,632.42 

    投资理财支出 260,000,000.00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90,000,000.00 

募集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业务 15,000,000.00 

加： 收回理财本金 260,000,000.00 

     收回理财收益 12,480,000.00 

利息及手续费 8,992,986.30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50,000,00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932,846.20    

 

五、结论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审批权限、决策程序、监督及信息披露等

均能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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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年度）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6年度）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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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3 年度 

编制单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7,740.5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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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35.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                   164,381.7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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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
园 120 万吨/年聚氯
乙烯树脂、100 万吨/
年离子膜烧碱循环
经济项目（二期）即
80 万吨/年聚氯乙烯
树脂、60 万吨/年离
子膜烧碱项目 

 是      157,740.57           顶目变更   是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

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

目 

         120,000.00  2,537.44      106,254.01  88.55% 
项 目 于
2015年7
月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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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4,381.76          44,381.76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7,740.57       164,381.76      2,537.44                   150,635.77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57,740.57       164,381.76      2,537.44                   150,635.7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与预计募集资金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公司结合氯碱行业市场情况及时进行

战略调整，为降低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暂停实施本次

募集资金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2014 年 8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

元变更为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如出现节余资金，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变

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的流动资金。除此之外，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于补充中

泰化学的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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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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对自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期间

内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新募投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123,679,507.68 元。本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由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4】第 01740009

号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4 年 2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10 月 9 日，公司将上述 7,8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托克逊能化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将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11 月 29 日托克逊能化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0.5 亿元募集

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托克逊能化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2018

年 4 月 13 日分别将 0.4 亿元、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

项分别经公司六届十三次、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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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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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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度 

编制单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7,358.58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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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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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  否  85,780.59   6,247.00 52,672.06 61.40%  否 

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  否  46,483.84   2,342.31 36,652.07 78.85%  否 

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  否  27,947.96   665.49 5,599.22 20.03%  否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否  17,744.75   224.54 964.88 5.44%  否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否  18,000.00     18,000.00 100.00%  否 

归还银行贷款  否  71,401.44     71,401.44 1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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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7,358.58   9,479.34 185,2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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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10 月 18 日，金富纱业、新疆富丽达和蓝天物流以募集资

金投资建设的“金富纱业 130 万纱锭项目二期”和“金富纱业 20 万纱锭项目”、 

“新疆富丽达 9 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及“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分

别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 41,099.52 万元、32,185.69

万元、131.67 万元、159.61 万元，共计人民币 73,576.49 万元，关于上述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第 01740012 号报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决议、五届三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审议通过。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新疆富丽达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7,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017 年 5 月 18 日、2017 年 9 月 22 日，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

度分别将前期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2,500 万元、1,500 万元、23,000 万元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中泰化学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金富纱业将 4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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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

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全部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中泰化学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召开了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新疆富丽达将 2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新疆富丽达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2018 年 1 月 22 日，新疆富丽达根据其募投项目付款进度情况

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000 万元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4.中泰化学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召开了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

富纱业将 3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蓝天物流将

1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蓝天物流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中泰化学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下属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金富纱业

将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富纱业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转出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金富纱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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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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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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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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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60

万吨/年电石项目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

10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循

环经济项目（二期）即 8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60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项目 

   120,000.00     2,537.44                          

      

106,254.01  

            

88.55% 
项目于 2015 年 7 月投

产。 
否 

合计      120,000.00        2,537.44                   106,2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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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与预计募集资金有较大差距，将影响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建设进度。鉴于上述原因及受国内氯碱行

业市场低迷影响，为适应市场形势变化，且目前公司产能已能够满足当期

的市场需求，继续投资已经很难取得预期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的风险。

经公司五届十一董事会、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终止

实施原募投项目 “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 12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100 万

吨/年离子膜烧碱循环经济项目（二期）”。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经公司四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暂停

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增资。2014 年 8 月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2 亿元变更为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托克逊能化增资，

用于建设托克逊能化一期年产 60 万吨/年电石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如出现

节余资金，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托克逊能化的流

动资金。除此之外，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中泰化学的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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