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发展”或“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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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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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平潭发展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0 年 12 月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07 号文的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28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7.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46,000,000.00

元，扣除保荐费用等 18,179,8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527,820,200.00 元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了利安达验字[2010]第 107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2015 年 11 月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37 号”文《关于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8,483,412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 16.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4.56 元，扣除保荐费用等

34,45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1,965,549,994.56 元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存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5]4003002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为 2015 年 11 月募集资

金开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相关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为： 

实施主体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签署时间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2001513445000695 2015.12.10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城北支行 
35050189000700000202 2015.12.18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林支行 
8111301012600066398 2015.12.18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福州闽都支行 602666261 2017.07.28 

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3092840000185 2016.07.28 

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3501979000180 2017.4.5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州杨桥支行 100056699620010001 2018.7.11 

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州杨桥支行 100055680720010002 2018.7.11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人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余额 

中福海峡（平潭）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福州分行

营业部 
2001513445000695 899,159,095.74 121,348,721.92 

中福海峡（平潭）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福州城北

支行 
35050189000700000202 70,000,000.00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福州华林

支行 
8111301012600066398 130,000,000.00 7,076,058.23 

中福海峡（平潭）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福州闽都

支行 
602666261 0.00 1,333,459.55 

中福海峡（平潭）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福州分行

营业部 
2003092840000185 0.00 0.01 

中福德馨（平潭）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福州分行 2003501979000180 0.00 6,290,115.30 

中福海峡（平潭）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福州三坊

七巷支行 
696208015 400,000,000.00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福州分行

营业部 
591902786610303 466,390,898.82 已注销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

公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州

杨桥支行 
100056699620010001 0.00 0.00 

漳州中福新材料有

限公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州

杨桥支行 
100055680720010002 0.00 13,981,734.35 

 合    计  1,965,549,994.56 150,030,089.3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782.0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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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85.7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7,496.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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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岩中福木业有限公司中密

度纤维板生产线技改项目 
 是  7,868.24                                      

 注 1  

 是  

福建省龙岩山田林业有限公

司 10 万亩工业原料林基地建

设项目 

 是  13,320.90                                       是  

明溪县恒丰林业有限责任公

司 10 万亩低质低产林改造项

目 

 是  12,460.80                                       是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利用

林木剩余物生产中密度纤维

板项目 

 否  15,061.36 15,061.36       13,838.69  91.88% 
 2013年 12

月结束  
- -  否  

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

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是  4,070.72    223.89         223.89  100.00% 

 2013年 12

月结束  
- -  是  

福建中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线莲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是      842.06        874.63  103.87% 

 2013年 12

月结束  
- -  是  

福建中福海峡建材城有限公

司中福海峡建材城项目 
 是    30,000.00      30,048.50  100.16% 

 尚在 

建设中  
  -3,057.32   注 2   是  



补充流动资金   9,590.97      9,590.97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2,782.02  55,718.28      54,576.68  97.95%     -3,0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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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注 1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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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无置换金额，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置换金额 172.37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余额为 0 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受国家宏观调控及福建省内限伐政策，公司取消上述三个项目的投资 

注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福海峡建材城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二）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6,439.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943.9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1,78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791.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8,78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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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暨旅游

休闲度假区综合开发启动项目 
 是 110,000.00   41,220.00      -  注 1 -16.20  注 1  是（注 1）  

平潭海峡医疗园区建设项目

（一期） 
 否  40,000.00   40,000.00     143.70     3,588.70  8.97%  注 2 -706.88  注 2  否  

补充流动性及偿还银行贷款  否  50,000.00  46,439.15                               46,741.77  100.65%  - - -  否  

收购嘉普康辉西塘旅游执业

35%股权 
是 - 4,439.00  4,439.00     4,439.00  100.00%  - -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561.00       2,661.00  103.90%  -   否  

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日产

575 立方米超薄型纤维板项目 
是 - 9,000.00    7,611.28      7,611.28  84.57% 注 3 -684.39  注 3  否  

归还银行贷款 是 - 27,780.00  27,780.00     27,780.00  100.00%  -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 25,000.00  11,970.00      11,970.00  47.88%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00,000.00  196,439.15   51,943.98     104,791.75  53.35%   -1,4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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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因

平潭目前因季节性影响旅游淡旺季区别明显，同时商业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

旅游（启动区）项目子项目—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度延期，同时公司传统林木业务盈利增长能力因市场和政

策的影响盈利增长能力受限，转型涉及产业大都处于投入期或运营初期，暂未体现收益，公司亟需培育吸收成

熟项目资产新的盈利增长点来推动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将原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不含利息）募集资金其中

的 63,157.00 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中核资源下属五家全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鉴于公司已终止收购中

核资源的重大资产重组，为保护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公司决定取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于

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尚需论证、筹划，待最终变更方案确认、可行性研究报告形成后提交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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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尚无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1,000 万元归还募集资金

账户。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1,000 万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

51,000 万元，未超过使用期限。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因本公司募集资金正处于使用之中，募投项目尚未完成，结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



募投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余额 150,030,089.36 元，分别存放在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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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

行了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注 1：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因平潭目前因季节性影响旅游淡旺季区别明显，同时商业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平潭

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子项目—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度延期，同时公司传统林木业务盈利增长能力因市场和政策的影响盈利增长能力受限，转型涉及产业大都处于投入期或运营初

期，暂未体现收益，公司亟需培育吸收成熟项目资产新的盈利增长点来推动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将原投

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不含利息）募集资金其中的 63,157.00 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中核资源下属五家全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取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鉴于公司已终止收购中核资源的重大资产重组，为保护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公司决定取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于拟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事宜尚需论证、筹划，待最终变更方案确认、可行性研究报告形成后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注 2：平潭海峡医疗园区建设项目（一期）：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以总额人民币 4,790 万元的价格竞得 2016G048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7 年 3 月 14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实施方式和主体由公司通过对全资子公司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后对其控股的全资四

家医院子项目公司缴纳出资进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变更为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公司以自有资金按净资产收购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由公司控股子

公司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公司投建医院项目，建成后由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四家子医院项目公司运营的方式进行实施。实施地点由 2014G006 号地块变更到东霞路与新桥南

路交叉口东南侧（平潭实验区主干道麒麟路旁、靠近将于 2018 年建成的高铁中心站）2016G048 号地块。 

注 3：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日产 575 立方米超薄型纤维板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开始试生产。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平潭发展董事会编制的《董事会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

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 

报告》（瑞华核字【2019】40070010 号）。报告认为，平潭发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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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编制。 

五、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平潭发展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

了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等情形。平潭发展董

事会编制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保荐机构对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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