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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6          证券简称：有研新材           编号：2018-023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3 年 4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3 年 4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279 号）核准，有研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新材”、

“本公司”或“公司”）向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以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 60,349,43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 9.73 元/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87,199,992.8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15,15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572,049,992.82元，已于 2013年 4

月 11 日存入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3]第 710455

号）。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全部用于“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2014 年 9月，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2014年 12月，公司

已将募投项目累计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6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28,000万元转入一般账户，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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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将剩余募

集资金和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 万元用于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亿金”）

高端金属靶材产业化建设项目，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和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2016 年 2 月，公司将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 万元转入有研亿金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前

提下，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北京

世纪城支行”）采用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和协定存款两种方式。 

2016 年 2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及《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子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暂时补充有研亿金

流动资金，并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结构性存款，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2016 年 8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及《关

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有研亿金新材料

有限公司将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采用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两种方式，使用不超过 11,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6 年 12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有研亿金增资 25,127.12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 19,943.90 万元，2014 年 1 月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3,627.12 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1,556.10 万元。有研亿金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 

2017 年 3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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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7 年 8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3,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有研亿金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保证募投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采用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两种方式，使用不超过

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8 年 3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有

研亿金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18年

4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 2,242.44万元。 

（二）2014 年 1月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2014 年 1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有

色金属研究总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

号）核准，公司以竞价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992,07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 11.61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 359,817,979.14 元，扣除发行费 21,9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337,917,979.14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存入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710010号）。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计划，2014 年 3 月，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公司以募集资金 23,776.42万元向子公司有研亿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2015 年 12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公

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14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其余的募集资金 10,015.38 万元用于新

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计划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项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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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按年实际发生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拨付到各子公司。所有拨付资

金作为本公司的资本金，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对各子公司增资。 

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以该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

限公司拨付 2,104.80 万元、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有研光

电”）拨付 342.86 万元、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稀土”）

拨付 2,496.61 万元，合计 4,944.27 万元。 

2016 年 11月、12月，公司分别以上述用于子公司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的剩

余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有研亿金拨付 1,522.32 万元、有研光电拨付 563.92 万元、

有研稀土拨付 2,984.87 万元，合计 5,071.11 万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向有研稀土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向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有研亿金增资 25,127.12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9,943.90 万元，2014 年 1月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

套资金 3,627.12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1,556.10 万元；同意公司向有研稀土

增资 32,761.48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5,481.48 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27,280 万元；同意公司向有研光电增资 

9,706.78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906.78 

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8,800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增资款项已经全部拨付，各子公司均已于本

报告期完成工商变更，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零。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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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

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

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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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2013 年 4 月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 

招商银行北京世纪

城支行 
110907142810102 2016-2-3 199,439,000.00 

22,424,412

.25 

活期 

存款 

2014 年 1 月重大

资产重组配套募

集资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关村分行 
01091128600120101001445 2014-1-21 337,917,979.14   

合计 
  

 537,356,979.14 
22,424,412

.25 
 

（三）《三方监管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公司、保荐人中信证券建投证券股份、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北太平庄支行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分别就两次募集资金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得以切实履行。 

公司子公司有研亿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以下简称

“开户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2016 年 2 月 3 日，有研

亿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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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全部用于“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2014 年 9月，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2014年 12月，公司

已将募投项目累计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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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将剩余募

集资金和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 万元用于子公司有研亿金高端金属靶材产业化建设项目，并将剩余的

募集资金和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6年 2月公司将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 万元转入有研亿金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有研亿金已对高端金属靶材产业化建设项目投入使

用募集资金 6,494.71 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3 年 4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2014 年 1 月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2014 年 3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9,776.42 万元、有研光电新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 14,000 万元。 

2015 年 12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公

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14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其余的募集资金 10,015.38 万元用于新

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计划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项目支

出按年实际发生额，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拨付到各子公司。所有拨付资

金作为本公司的资本金，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对各子公司增资。 

2015 年 12月，公司以该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拨

付 2,104.80 万元、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拨付 342.86万元、有研稀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拨付 2,496.61万元，合计 4,944.27万元。 

2016 年 11月、12 月，公司以剩余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有研亿金拨付 1,522.32

万元、有研光电拨付 563.92万元、有研稀土拨付 2,984.87万元，合计 5,071.11

万元。 

2016 年 12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向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向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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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有研亿金增资 25,127.12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

括 2013 年 4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9,943.90 万元，2014 年 1月重大资

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3,627.12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1,556.10 万元；同意公

司向有研稀土增资 32,761.48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

集配套资金 5,481.48 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27,280万元；同意公司向有研光

电增资 9,706.78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906.78 万元以及公司自有资金 8,800 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3 年 4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4 年 6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将不超过 20,6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2014 年 6 月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6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16 年 2 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不超过 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

有研亿金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6

年 3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16 年 8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将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6

年 8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17 年 3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有

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17年 4 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17 年 8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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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有研亿金将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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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3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

有研亿金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8

年 4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将 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未超出审批期限。 

（三）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3 年 6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将不超过 2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具体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而定，

剩余部分仍留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5 年 11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将不超过 31,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在

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度的情况下，在上述资金额度内循环使用。 

2016年 2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结构性存

款，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2016 年 8 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有研亿金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采用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两种方式，使用不超过 11,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2017 年 8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有研亿金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采用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两种方式，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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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尚未到期的存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性质 银行 金额 年利率 起息日 到息日 

1 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发银行和平里支行 20,000,000.00 3.90% 2018-6-6 2018-7-11 

 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发银行和平里支行 50,000,000.00 4.60% 2018-6-6 2018-9-5 

合计  70,000,000.00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结构性存款利息 1,779,777.78元，活期存款利息 28,518.57

元，手续费支出 745.46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4 年 9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 

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将剩余募

集资金和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 万元用于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端金属靶材产业化建设

项目，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和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014 年 1 月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无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3。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将硅材料板块整体出售给有研总院，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后，公司结合自身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万元用于子公司有研亿金“高端金属靶材产业

化建设项目”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助于推进公司产业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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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升高纯金属靶材研发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扩大 8-12 英寸集成电路用靶

材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放大公司优势产业能效，提高公司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利息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缓解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流动

资金压力，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实现公司与股

东利益最大化。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监管协议》等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并积极履行了相关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信息披露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披露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法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 年 4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年 1月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附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3年 4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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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20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9.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7,205.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94.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1)-(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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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英寸硅

抛光片产

业化项目 

高端金属靶

材产业化建

设项目 

57,205.00  19,943.90 19,943.90 809.40 6,494.71 13,449.19 32.56 2018 年 10 月  否 否 

合计  57,205.00  19,943.90 19,943.90 809.40 6,494.71 13,449.19 32.56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2#生产厂房达到开工条件较计划时间推迟，且工期较计划进度慢。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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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15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子公司有研亿金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7 年 4 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有研亿金将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9 月有研亿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 13,449.19 万元，原因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期进度较慢。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同意有研亿金在保证募投

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采用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和智能存款两种方式，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2018 年 6 月，有研亿金将募集资金专户中 7,000 万元以结构性存款存放。2018 年 1-6 月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结构性存款利

息 1,779,777.78 元，活期存款利息 28,518.57 元，手续费支出 745.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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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 1 月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791.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791.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项目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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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片级先进封装用超

高纯铜靶材 
  909.50    909.50    909.50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集成电路 65 纳米制

程用高纯铂合金靶材  
  2,094.11    2,094.11    2,094.11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铂族金属电子信息功

能材料产业化技术 
  623.51    623.51    623.51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大直径蓝宝石衬底材

料 
  484.58    484.58    484.58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垂直梯度凝固砷化镓   422.20    422.20    422.20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白光 LED 用新型高

性能荧光粉及其产业

化制备技术 

  968.27    968.27    968.27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低碳低盐无氨氮萃取

分离稀土新技术 
  510.12    510.12    510.12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各向同性稀土粘结磁

粉的产业化技术及装

备 

  2,895.45    2,895.45    2,895.45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离子型稀土矿高效清

洁提取技术开发 
  222.62    222.62    222.62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热挤压磁环用片状磁   885.02    885.02    885.02   100.00 2015 年 12 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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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的研发 

合计  10,015.38   10,015.38   10,015.38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全部拨付相关募集资金款项，子公司均已完成工商变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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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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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募集资金报告期内承诺投资项目总预算 11,045.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10,015.38 万元，其余项目支出由承担单位以自有资金补

足。项目相关募集资金 10,015.38 万元已于 2016年全部拨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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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3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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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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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金属靶材产业

化建设项目 

8 英寸硅抛光片产业化项

目 
19,943.90 809.40 6,494.71 32.56 2018 年 10 月   否 

合计  19,943.90 809.40 6,494.71 32.56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2014 年公司将硅材料板块整体出售给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六

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8 英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上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后，公司结合自身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9,943.90 万元用于子公司有研亿

金“高端金属靶材产业化建设项目”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助于推进公司产业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升高纯金属靶

材研发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扩大 8-12 英寸集成电路用靶材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放大公司优势产业能效，提高公司竞争

力和盈利水平。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缓解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流动资金压力，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实现

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