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王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子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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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王子新材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8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2,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9.23 元，共计募集资金 18,460.00 万元，扣除承销和

保荐费用 2,34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6,12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

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997.54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5,122.4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3-81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3,807.60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为 885.62 万元；2018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8,087.48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

金账户利息净收入 354.62 万元，2018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35.61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1,895.08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为 1,221.23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448.61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分别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2016年12月29日，公司和子公司郑州王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文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8年7月27

日，公司和子公司成都新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文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各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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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六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79170155200008746 5,766.1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79170155200008553 25,411.7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分行营业部 
79170155200008754 9,253.94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华侨城支行 
79230155200001110 4,858.94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文锦支行 
79220154740006206 7,422,302.00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深圳文锦支行 
79220078801600000263 37,018,556.92 活期 

合计  44,486,1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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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民生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部有关人员交谈，查

阅了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台账，查阅了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相关公告等资料并留作持续督导底稿资料，对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王子新材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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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 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122.4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87.4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836.4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895.0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569.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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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圳王子新材料技改及无尘车间项目 是 4,673.71 602.85  602.8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2.青岛冠宏年产 7,900 吨塑料包装制品

项目 
是 3,733.2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成都新正环保包装生产建设项目 是 3,765.56 3,765.56 487.24 487.24 12.94 2020 年 6 月 29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补充营运资金 否 3,000.00 3,000.00  2,951.82 98.3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郑州王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塑料包装生

产建设项目 
是  3,733.27 3,174.76 3,427.69 91.81 2019 年 11 月 23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收购及以增资方式取得重庆富易达科

技有限公司合计 51%股权 
是  4,070.86 4,425.48 4,425.48 108.71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907.19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172.54 15,172.54 8,087.48 11,895.08   1,907.19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5,172.54 15,172.54 8,087.48 11,8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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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冠宏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7,900 吨塑料包装制品项目（以下简称"青岛冠宏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3,733.27 万元，其中第一年投入 2,419.29 万元，第二

年投入 1,313.98 万元。由于青岛冠宏项目立项较早，原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至今，外部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如继续实施

原募投项目，可能面临预期收益无法全部实现的情况，从而给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公司战略布局规划及产业转移趋势，公司变更后的项

目所在地以及辐射区中电子信息、食品、光电、生物医药等产业的持续发展为新项目提供了非常好的市场环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经公司 2016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6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将青岛冠宏项目变更为"郑州王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塑料包装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郑州王子项目"）。变更后的郑州王子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4,003.68

万元，其中 3,733.27 万元来源为原青岛冠宏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70.41 万元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深圳王子新材料技改及无尘车间项目”（以下简称“深圳技改项目”）总投资为 4,673.71 万元。深圳技改项目原计划建设万级无尘车间，用以生产 PE 低发泡膜、PE

防静电袋及洁净托盘等产品，更新原有老化设备，新增新型可循环塑料滑托板生产线等。深圳技改项目是公司基于上市前的市场情况和公司产能情况的背景制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情况和公司产能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鉴于目前塑料包装制品等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内各企业竞争加剧，倘若公司短期内继续大规模投

入募集资金，继续扩充相关的车间设备，其效益已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其不能带来良好的收益，不能给股东很好的回报。公司拟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 2018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深圳技改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将

剩余募集资金约 4,300 万元（含截至支付当日实际孳息和银行手续费净额，以支付当日银行结息为准，实际为 4,425.48 万元）和使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合计 11,730.00

万元，用于收购及以增资方式取得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1%的股权。 

3、“成都新正环保包装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成都新正项目”）原拟通过租赁厂房实施，厂房地址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五路 260 号。为顺应电子信

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趋势，满足成都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塑料包装材料的需求，提高成都新正在当地的竞争力，更好地保障成都新正项目的顺利建设，公司拟购买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济阳村二、九社土地面积为 26,555.60 平方米（约 39.8334 亩）的土地使用权（以国土部门实际测量数据为准，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用于成都新正项目的建设（项目用地位置、界址、用途、面积、使用年限等具体内容以公司依法竞得土地后与郫都区国土部门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约定为准）。成都新正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济阳村二、九社。经公司 2018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成都新正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地点，并以原成都新正项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按原增资计划向成都

新正增资。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1、变更前“深圳王子新材料技改及无尘车间项目”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变更后的项目“收购及以增资方式取得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1%股权”实施地点为重庆市。

2、“成都新正环保包装生产建设项目”原拟通过租赁厂房实施，厂房地址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五路 260 号。实施地点变更为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济阳村

二、九社。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1、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市场变化需要，为了更好地利用募集资金，公司拟变更“深圳王子新材料技改及无尘车间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4,300

万元（含截至支付当日实际孳息和银行手续费净额，以支付当日银行结息为准，实际为 4,425.48 万元）和使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合计 11,730.00 万元，用于收购及以增资

方式取得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51%的股权。 

2、“成都新正环保包装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成都新正项目”）原拟通过租赁厂房实施，厂房地址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五路 260 号。为顺应电子信息制造

业产业转移的趋势，满足成都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塑料包装材料的需求，提高成都新正在当地的竞争力，更好地保障成都新正项目的顺利建设，公司拟购买位于四川省成

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济阳村二、九社土地面积为 26,555.60 平方米（约 39.8334 亩）的土地使用权（以国土部门实际测量数据为准，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用于成都新正项目的

建设（项目用地位置、界址、用途、面积、使用年限等具体内容以公司依法竞得土地后与郫都区国土部门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为准）。成都新正项目

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济阳村二、九社。经公司 2018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成都新正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地点，并以原成都新正项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按原增资计划向成都新正增资。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适用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上市前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深圳王子新材料技改及无尘车间项目”共计 294.85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天健审〔2015〕3-248 号)。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直接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深圳王子新材料技改及无尘车间项目”的自筹资金 294.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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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 4,448.61 万元存放在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 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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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王子新材料有限

公司塑料包装生产建

设项目 

青岛冠宏年产

7,900 吨塑料包

装制品项目 

3,733.27 3,174.76 3,427.69 91.81 
2019年11月23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及以增资方式取

得重庆富易达科技有

限公司合计 51%股权 

深圳王子新材料

技改及无尘车间

项目 

4,070.86 4,425.48 4,425.48 108.71 
2018年11月27

日 
1,907.19 是 否 

成都新正环保包装生

产建设项目 

成都新正环保包

装生产建设项目 
3,765.56 487.24 487.24 12.94 

2020 年 6 月 29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2,172.54 8,087.48 8,943.26   1,907.1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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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杜思成          廖  禹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