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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及相关公告格式指引规定，现将本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14 号）核准，公司 2011 年 3 月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550 万股，发行价为 26.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470,75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62,476,250.00 元，余额为人民币

1,408,273,750.00 元，另外扣除其他上市费用人民币 7,511,875.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400,761,875.00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17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0982 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1,531,241,0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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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65,958.02 元；

于2011年3月17日起至2018 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55,575,135.61

元（不含先期投入人民币 75,665,958.02 元），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186,564,844.38

元；2019 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00 元，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1,175,984.28

元。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7,261,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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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制度。2011 年 4 月，本公司及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2011 年 6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运达科技有限公司与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广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10 月，本

公司与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佳士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16 年 8 月，本公司与中国银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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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龙岗支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和

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

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均不存在问题。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银行深圳龙岗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宝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丽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广场支行五个专项账户，其中公司中国银行深圳龙岗支行账户为：

758867685042；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账户为：443066089018010053066；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丽景支行账户为：4000031529200353008；公司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账户为：511607017018010060208；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

龙广场支行账户为：440101040011284。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已注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新都支行账户、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广场支行账户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丽景支行账户。 

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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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深圳坪山支行 758867685042 267,027.32 活期存款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443066089018010053066 56,994,582.71 活期存款 

合 计  57,261,610.03  

 

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系利

息、账户维护费等累计形成的金额。 

 

三、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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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半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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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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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截止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0,076.19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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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24.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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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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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坪山逆变焊机扩产项目 否 25,667.00 25,667.00  25,236.10 98.32 
2012年 6月

30 日 
10,191.42 是 否 

2、深圳焊接工程中心项目 否 4,863.00 4,863.00  4,771.22 98.11 
2013年 6月

30 日 
 不适用 否 

3、重庆内燃发电焊机项目 否 7,943.70 7,943.70  5,388.77 67.8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44.52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8,473.70 38,473.70  35,396.09   10,435.94   

超募资金投向  

1、成都佳士焊割成套设备生产基

地项目 
否 5,716.00 5,716.00  5,091.57 89.08 

2012年 8月

31 日 
258.19 否 否 

2、营销中心及品牌建设项目 否 5,400.00 5,400.00  4,636.44 85.86 
2013年 6月

30 日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113,608.56 113,608.56 0.00 108,000.00 95.06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24,724.56 124,724.56 0.00 117,728.01   258.19   

合计  163,198.26 163,198.26 0.00 153,124.10   10,6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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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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内燃发电焊机项目和成都佳士焊割成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已达到可使用状态，但由于业务调整和收缩，项目未达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全资子公司成都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焊割成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5,716 万元用于增资全资子公司成都佳士科技有限公司，以实施焊割成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于2012

年8月31日达到可使用状态。 

2、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投资营销中心及品牌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200 万元

用于投资建设营销中心及品牌建设项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营销中心及品牌建设项
目的议案》，同意追加投资超募资金 1,200 万元用于营销中心场地购置。追加投资完成后，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5,400 万元。该项目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达到可使用状态。 

3、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2013 年度，公司已经完成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转回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和《关于终止募投项目重

庆内燃发电焊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深圳坪山逆变焊机扩产项目、深圳焊接工程中心项目、成都佳士焊割成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和营销中

心及品牌建设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转超募资金账户管理，同意终止重庆内燃发电焊机项目并将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转入公司超募资金

账户管理。2015 年度，专户余额资金已转入超募资金账户。 

5、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3 亿元人民币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2015年度，公司已经完成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6、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3 亿元人民币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2017年度，公司已经完成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7、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3 亿元人民币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2018年度，公司已经完成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5,608.56万元（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日专户余额为准）人民币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7月，公司已经完成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截至2011年2月28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7,566.60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1]第11869号《关于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鉴证确认，共置换资金7,566.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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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圳坪山逆变焊机扩产项目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为铺底流动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产生少量结余。 

2、深圳焊接工程中心项目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为为了配合综合实验室的建设，公司引进部分高标准实验设备，从而对原有设备购置方案进行

了微调，总体上降低了设备购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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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都佳士焊割成套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为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公司调整了部分生产设备的购置。 

4、营销中心及品牌建设项目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为根据行业市场情况以及对广告投放效果的评估，公司主要通过在机电市场及经销商门店进

行品牌宣传，而未按计划在电视媒体及高速公路上进行广告投放，从而大大降低了品牌宣传及品牌建设服务费。 

5、重庆内燃发电焊机项目出现结余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下游行业建设进度放缓、产品需求量下降，以及产品销售困难、子公司重庆运达科技

有限公司连续两年亏损的影响，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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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