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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者“保荐机构”）作为北京利

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利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就公司在 2018年度持续督导期内（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核准，北京利尔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2.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1,7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408.73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3,341.27 万元。该等事项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 01004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

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的精神，公司于 2010年度对发行费用进行

了重新确认，将公司 2010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 7,735,300.00 元广告

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

额为人民币 76,352,000.00 元，最终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41,148,000.00 元。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余额为 0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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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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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 2008年 3月 2日经公司第

一届三次董事会及 200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

《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北京利尔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北京利尔于 2010 年 5 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8 年 11

月注销）；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利尔”）于 2011 年 1 月

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关林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账户已于 2013年 7月注销）；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

宁利尔”）于 2011年 4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共同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4年 3月注销)；北京利尔于 2011

年 6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洛阳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账户已于 2014 年 5 月注销）；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利尔中晶”）同保荐机构于 2011 年 11 月分别与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7 年 9 月注销）；上海利

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尔新材料”）于 2012年 1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股权

转让已于 2017 年 9 月完成）；北京利尔于 2013 年 7 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8年 11月注销）；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利尔”）

于 2013 年 11 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徽商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账户已于 2015年 10月注销）；洛阳利尔于 2014年 2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洛阳古城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5年 6月注

销）；利尔中晶于 2018年 1月同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8年 11月注销）。 

2017 年 9 月，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开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 603783877，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上级银行及民生证

券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 2018年 12月注销）。 



 

3 

 

督导期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0 元，无未到期理财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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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4,114.8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0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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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00.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5,778.1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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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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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吨/年连铸功能

耐火材料项目 

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

火材料项目 
是 15,623.93 5,456.22  5,456.22 100.00% 参见附注  是 是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否  5,420.84  5,420.85 100.00% 2013.10.18  不适用 否 

收购马鞍山少数股东

股权及增资 
否  2,238.83  2,238.83 100.00% 2013.5.8  不适用 否 

马鞍山滑动水口功能

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

目 

否  4,000.00  4,018.32  100.46% 2016.12.31 3,197.13 是 否 

55000

吨/年优

质耐火

45000 吨/年

炉外精炼

优质耐火

60000 吨

/年炉外

精炼优

60000 吨/年炉

外精炼优质耐

火材料项目 

是 16,785.48 5,796.62  5,796.62 100.00% 参见附注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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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项

目 

材料项目 质耐火

材料项

目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否  18,770.03    18,770.06   100.00% 2013 年 12 月 27 日 

 

不适用 否 

4000 吨/年优质耐火材

料项目 
否 2,865.85 2,865.85  2,865.85 100.00% 2011 年 06 月 30 日  是 否 

10000 吨/年

高档陶瓷

纤维及制

品 

10000 吨/年高档陶瓷纤

维及制品 
是 4,520.01     参见附注  不适用 是 

2.5 万吨/年 RH 精炼无

铬环保耐材 

否 
 5,851.88   5,864.73  100.22% 2016.12.31 2,174.8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9,795.27 50,400.27   50,431.48  100.06% - 5,371.97 - - 

超募资金投向  

投资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否 7,500.00 7,500.00  7,500.00 100.00% 2011 年 03 月 30 日  不适用 否 

收购洛阳利尔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否 357.53 357.53  357.53 100.00% 2010 年 12 月 18 日  不适用 否 

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否 1,862.86 1,862.86  1,862.86 100.00% 2011 年 04 月 02 日  不适用 否 

洛阳利尔公司透气砖生产线扩建工程 否 1,000.00 1,003.56  1,003.56 100.0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是 7,034.32       不适用 是 

设立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是   5,000.00  3,577.71  3,577.71   100.00% 2017 年 09 月 08 日  不适用 是 

收购马鞍山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否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2011 年 07 月 02 日  不适用 否 

收购伊川建合公司 否 568.54 568.54  568.54 100.00% 2011 年 08 月 20 日  不适用 否 

5000 吨/年多晶硅工程 是 60,000.00 12,892.73  12,892.73 100.00% 2017 年 07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3.5 万吨/年熔融氧化铝复合材料项目 否 10,020.00 10,020.00 10,059.89 10,059.89 100.40% 2018 年 10 月 07 日  否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否 2,500.00 2,500.00  2,500.00 100.00%   不适用 否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否 9,000.00 63,023.85 26,023.85 63,023.85 100.00%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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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06,843.25 105,306.78 36,083.74       105,346.67       100.04%     

合计 - 146,638.52 155,707.05 36,083.74       155,778.15       100.05%  5,371.9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由于技术进步原因，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投资需求降低；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公司拟将“10,000 吨/年连

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调整为“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2、“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产能通过公司的行业整合已经完成；为了合理配置公司内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重

复建设，公司决定终止“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3、根据目前陶瓷纤维产能过剩的市场现状，“10,000 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不宜再继续新建。 

4、 “5000 吨/年多晶硅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多晶硅行业的市场环境和工艺技术等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多晶硅价格大幅下滑，

投资风险增大。为了保护股东权益，公司对该项目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工艺技术论证，经综合评估市场环

境、投资规模、能源价格、销售价格等因素，拟决定终止该项目。 

5、投资成立的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与上海新泰山高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相重合，出售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升资产质量,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201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500 万元归还公司未到期银行借款 2,500 万元； 

2. 2010 年9 月26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

意用超募资金1,000.00万元对洛阳利尔进行单方面增资； 

3.2010年11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7.525万元收购洛阳利尔的股权； 

4.2011年3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的

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7,5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子公司； 

5.2011年4月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1,950万元超募资金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1,862.8644万元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由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 

6.2011年4月2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9,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9,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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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1年7月1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实施5,000吨/年多晶硅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600万元收

购伊川建合硅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使用超募资金6亿元对建合硅业进行增资。 

8. 2011 年 7 月 1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2,000.00 万元收购马鞍山开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000.00 万元收购马鞍山开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9.2011年8月2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5,000万元设立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10.2017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28,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28,0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 2018 年 1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3.5万吨/年熔融氧化铝复合材料项目”

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向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4,927 万元，用于“3.5 万吨/年熔融氧化铝复合材料项目”建设。 

12. 2018 年 1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 5,093 万元超募资金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使用 5,093 万元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尔中晶”）增资，由利尔中晶参与竞拍该等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利尔中晶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参加了伊川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竞得

编号为 YDJ2017-11 号、YDJ2017-12 号、YDJ2017-13 号、YDJ2017-14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的使用权，并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取得了《成

交通知书》，详见2018年1月30日发布的《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13.2018年8月2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部分超募资金25,814.18

万元以及截至补流日的利息、投资收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2011 年 1 月 3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45,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

向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在洛阳进行建设，变更为公司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

司进行实施，该项目的建设规模由“45,000 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 30,000 吨/

年，优质低碳镁碳砖 15,000 吨/年）”，变更为“60,000 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

30,000 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 30,000 吨/年）”。 

2.2013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决议使用北京 1 万吨/年连铸

项目未使用资金 2,238.83 万元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股权，并对马鞍山利尔实施增资。 

3.201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将

“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拟调整为“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为 7,928.89 万元，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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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000 万募集资金向马鞍山利尔增资，由马鞍山利尔实施“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2011 年 1 月 3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45,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向

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在洛阳进行建设，变更为公司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进行实施，投资总额变更为 23,819.80 万元，资金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配给原“45,000 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项目

的 16,785.48 万元以及超募资金中的 7,034.32 万元投资上述项目。 

2.2013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决议使用北京 1 万吨/年连铸

项目未使用资金 2,238.83 万元，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股权，并使用 1 万吨/年连铸项目资金 1,500 万元增资马鞍山利尔。 

3.201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拟

对“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进行变更。将该项目拟调整为“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

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为 7928.89 万元，公司拟使用其中 4,000 万募集资金向马鞍山利尔增资，由马鞍山利尔实施“滑动水口功能耐火

材料产能提升项目”，将马鞍山利尔的滑动水口产能由目前的 3,000 吨/年增加至 8,000 吨/年。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总计 4,000 万元，

占原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 25.6%。 

4、201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公司拟将“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928.88 万元及利息收入 1491.97 合计 5,420.85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5、2013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10,000 吨/年高档

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2.5 万吨/年 RH 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变更后的项目实施主体不变，公司拟使用“10,000 吨/年

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计划投资的全部募集资金 4,520.01 万元及所有募集资金部分利息 1,331.8711 万元（总计 5,851.8811 万元）向

洛阳利尔增资，由洛阳利尔实施“2.5 万吨/年 RH 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6、2013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实施“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60,000 吨/年炉外精

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187,700,346.22 元（包括剩余募集资金 180,231,794.25 元,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7,468,551.97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所需资金。 

7、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5000 吨/年多晶硅项目”并对洛阳利尔中晶

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实施超募资金投资项目“5000 吨/年多晶硅项目”，并对该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

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尔中晶”）减资 60,000 万元。本次减资后，利尔中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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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 28,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发布 2017-018、019 公告。 

8、2017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持有的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不低于 86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威新泓晟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 9 月 8 日

公司持有的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经完成转让手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7,003,219.16 元已存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实

行专户存储管理，原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罗泾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发布 2017-005、

2017-050 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项目可以顺利实施，公司在幕投资金到位以前已先行投入部分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2010 年 4 月 29 日，

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将募集资金 6,284.62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

劵有限责任公司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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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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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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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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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

材料项目 

45,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

火材料项目 
5,796.62  5,796.62  100.00%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

火材料项目 
18,770.03   18,770.06  100.00%   不适用 否 

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股权 
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

料项目 
2,238.83  2,238.83 100.00%   不适用 否 

马鞍山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

产能提升项目 

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

料项目 
4,000.00  4,018.31 100.00%  3,197.13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

料项目 
5,420.85  5,420.85 100.00%   不适用 否 

2.5 万吨/年 RH 精炼用无铬环

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10,000 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

制品项目 
5,851.88   5,864.73  100.00%  2,174.84 是 否 

终止 5000 吨/年多晶硅工程 5000 吨/年多晶硅工程  60,000.00   12,892.73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5000 吨/年多晶硅工程   28,000.00    不适用 否 

出售上海利尔新材料股权 新建上海利尔新材料  1,422.29   3,577.71    不适用 否 

合计 - 103,500.50  86,579.84  - 5,371.9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2011 年 1 月 3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向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在洛阳进行

建设，变更为公司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实施，该项目的建设规模由"45,000 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

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 30,000 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 15,000 吨/年）"，变更为"60,000 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

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 30,000 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 30,000 吨/年）"。变更原因：1)、原项目中优质尖晶石砖、低

碳镁碳砖产品所用原料中 80%以上为各种镁砂原料，目前国内的镁砂原料几乎全部来自于辽宁海城、大石桥一带。2)、目前北京利尔的主要市场集

中在华北、东北地区，3)、辽宁海城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镁砂资源地，由于原料产地对镁质资源外运出省政策的调整，可能大幅增加北京利尔的原

材料采购成本，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建设该项目，可以有效规避上述风险。4)、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高速发展的汽车、家电、高铁、

石油管线等行业对优质、特种钢等洁净钢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 2011-002 号公告。 

2、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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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尚未使用资金738.83万元收购张庆平、蒋明学、汪慧琴等10名自然人持有的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马鞍山利尔”）27%的股权，并使用该项目中的1,500万元对马鞍山利尔进行增资。交易完成后，马鞍山利尔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变更

原因：“1）技术进步，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投资降低，依托公司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公司持续对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的工艺技术、工艺装备等进行持续不断的技术改进和创新，在关键生产工艺上目前已经取得较大的突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热处理时

间得到大幅度降低，实现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产能需要的投资低于投资概算。2）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整体承包配套能力，随着公司

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包业务的快速发展，对精炼钢包滑动水口等功能耐火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马鞍山利尔原来的产能规模已经不能适应公司钢

包整体承包业务发展的速度需要，急需增加滑动水口产能，以适应公司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包业务的发展需要。3）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将“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权益并对其增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不影响原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增加公司钢包用功能耐火材料的产能，有效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17号公告。 

3.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拟对 “10,000 吨/

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进行变更。将该项目拟调整为“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为 

7,928.89 万元，公司拟使用其中 4,000 万募集资金向马鞍山利尔增资，由马鞍山利尔实施“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目”，将马鞍山利尔的

滑动水口产能由目前的 3,000 吨/年增加至 8,000 吨/年。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总计 4,000 万元，占原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 25.6%。变更募投项目

“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1)、技术进步，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投资降低。2)、完善公司产品结

构，提升整体承包配套能力。3)、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公司拟将“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调整为“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的提升，使用自有资金提升该项目的产能，满足公司整体配套能力连铸功能耐火材料的需求。4、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55号公告。 

4、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

将“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5,420.85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变更募投项目“10,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为充分发挥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解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5,420.85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55号公告。 

5、2013年1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10,000 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

项目”变更为“2.5 万吨/年RH 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变更后的项目实施主体不变，公司拟使用“10,000 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计

划投资的全部募集资金 4,520.01万元及所有募集资金部分利息 1,331.8711 万元（总计 5,851.8811 万元）向洛阳利尔增资，由洛阳利尔实施“2.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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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RH 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1)、根据目前陶瓷纤维产能过剩的市场现状，“10,000 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

目”不宜再继续新建。2）、本项目是绿色节能环保新型耐火材料。3)、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4)、随着公司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包

业务的快速发展，对精炼钢水用耐火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5 万吨/年 RH 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可以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更好地

满足公司整体承包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66号公告。报告期实施对洛阳利尔增资。 

6、2013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实施“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187,700,346.22 元（包括剩余募集资金 180,231,794.25 元,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7,468,551.97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所需资金。终止“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原因：1)、

“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产能通过公司的行业整合已经完成。2)、公司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对资金的需求。为了合理有

效配置公司内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公司决定终止“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同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

公司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的建设步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60,000 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 2013-066 号公告。报告期实施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 

7、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5000 吨/年多晶硅项目”并对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

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实施超募资金投资项目“5000 吨/年多晶硅项目”，并对该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尔中晶”）减资 60,000 万元。本次减资后，利尔中晶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的议案》。，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 28,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发布 2017-018、2017-019 公告。 

8、2017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上海

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不低于 86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威新泓晟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持有的上海利尔新

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经完成转让手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7,003,219.16 元已存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原上海利尔新材料

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罗泾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发布 2017-005、201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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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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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对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在2018年度持续督导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

日），北京利尔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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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苏  欣                杨卫东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