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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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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35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

通股（A 股）股票 3,178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0.72 元。本公司共募

集资金340,681,6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1,305,220.77元，募集资金净额299,376,379.23

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18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以“大华验字[2015]001280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90,173,617.94 元，其中：公

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204,605,300.00 元；于

2015年 12 月 21日起至 2015 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0.00 元；于 2016

年度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99,279.23 元；于 2017 年度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57,983,082.00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4,285,956.71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925,361.8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

主要为：募集资金存款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值 722,6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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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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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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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宝山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由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并实施；该管理办法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其进行

修订，并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甲方）分别与国

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石岩支行（乙方）及保荐

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丙方）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后鉴于保

荐机构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发生变更，公司（含公司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石岩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2页

圳石岩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

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中金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

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5%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

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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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石岩支行 44250100016500000056 54,410,300.00 3,565,925.89 活期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 44301560043173130000 73,412,755.00 --- 活期

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 770570384140 --- 174,902.99 活期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舰

支行
7441910182600094733 26,744,424.23 --- 活期

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 774466507347 144,808,900.00 3,755,227.75 活期

天津银行开发区支行 703814201070002434 --- 2,429,305.26 活期

合 计 --- 299,376,379.23 9,925,361.89 ---

三、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他说明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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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376,379.23
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净额：
722,600.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285,956.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0,173,617.94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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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复杂精密模具扩

产项目
否 97,883,700.00 97,883,700.00 10,036,548.71 95,460,430.71 97.52 2016 年 5 月 8,240,245.78 否（注 1） 否

2、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

及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
否 144,808,900.00 144,808,900.00 10,586,800.00 141,490,800.00 97.71 2017 年 5 月 -165,851.80 否（注 2） 否

3、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

键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
是 54,410,300.00 54,410,300.00 3,662,608.00 50,948,908.00 93.64 2016 年 6 月 636,200.92 否（注 3）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 2,273,479.23 --- 2,273,479.23 100.00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7,102,900.00 299,376,379.23 24,285,956.71 290,173,617.94 --- --- 8,710,594.90 --- ---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297,102,900.00 299,376,379.23 24,285,956.71 290,173,617.94 --- --- 8,710,594.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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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注 1、大型复杂精密模具扩产项目：受终端汽车销售量放缓，汽车模具市场竞争加剧，加上内部制造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订单毛利率短期承压。

此外，本募投项目主要生产大型汽车模具，生产周期较长，受项目进度和排期影响，业绩有一定起伏。

注 2、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该募投项目投产后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受汽车整体市场环境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

汽车方向盘及零部件模具、汽车结构件业务销售未完全达预期，且产品销售价格存在一定幅度下滑，同时固定成本较高，内部管理未能得到快速有效

提升，导致该类产品的毛利率有一定幅度下降所致；二是受 4G 向 5G 过渡处于行业低谷及消费电子行业呈疲软态势的影响，使得该项目通讯、消费电

子类业务未能随项目投产同步释放产能和业绩，以及该等产品当前利润率未能保持在项目设定初期高毛利率水平，且 5G投资尚未形成规模化量产对整

体业绩带动效应亦尚不明显所致。

注 3、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三个子项目中模具设计智能化项目以及检测中心技术升级项目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热流道系

统研发项目主要用于替代外购，将外购转为自制降低采购成本，由于部分客户要求使用指定的热流道品牌等原因，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大华核字[2015]004425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21日，自筹资

金实际投资额 20,460.53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部分募集资金已全部置换。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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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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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

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

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

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
144,808,900.00 10,586,800.00 141,490,800.00 97.71 2017 年 5 月 -165,851.80 否（注 1） 否

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

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

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

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
54,410,300.00 3,662,608.00 50,948,908.00 93.64 2016 年 6 月 636,200.92 否（注 2）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注 1：原“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预算中的 402 万元由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以政府补

助形式提供，用于该生产项目，款项已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本次变更议案经银宝山新 2016 年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2016 年 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原“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报告编制于 2011 年，而目前相关产业的加工制造设备在

功能、加工效率和精度方面大为提高，若按募投报告原设备清单投入，将无法满足当前及今后产品精度、生产效

率及市场的要求。为满足当前市场对模具高精度、高生产效率的要求，需要对原募投项目中部分生产设备购置计

划重新调整。本次调整设备购置计划后，需投入募集资金 2,885.00 万元，除此之外，募投项目整体投资金额、

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实施计划等均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内容保持不变，不会对项目产生实质

性影响，未改变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议案经

银宝山新 2016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公告》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注 2：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中的子项目热流道系统研发项目原本由银宝山新组织实施，

为进一步提升热流道系统研发能力，提升热流道产品市场竞争力，银宝山新引进了热流道方面核心技术人才孟庆

春先生，负责热流道系统研发项目。银宝山新与孟庆春先生合资成立深圳市博慧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热流道系

统研发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该公司。该决议经银宝山新 2016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

为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技术及工

艺研发项目”的投资进行优化调整，将该募投项目中的子项目“热流道系统研发项目”中尚未投入的部分募集资

金用于该募投项目中的另一个子项目“模具设计智能化项目”。该决议经银宝山新 2018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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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三个子项目中模具设计智能化项目以及检测中心技术升级项目不能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热流道系统研发项目主要用于替代外购，将外购转为自制降低采购成本，由于部分客户要求

使用指定的热流道品牌等原因，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无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