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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

本公司将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58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0年12月15日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02,500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6,525万元后的募集资金195,975万元，

于2010年12月21日汇入本公司开设的下列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 32001766236059601890 4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东兴支行 10220701040021666[注 1] 4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54500001423 75,97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 549558228911[注 2] 40,000.00 

合计  195,975.00 

[注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升级后账号变更，原银行账号为：220701040021666。 

[注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升级后账号变更，原银行账号为：08093308096001。 

另扣除审计费、律师费、上网发行费等其他发行费用665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5,310万元。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苏公W[2010]B142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5,310.00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62,892.04 

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18,000.00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0 



超募资金购置土地（—） 3,309.6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利息收入（+） 18,175.19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手续费支出（—） 3.89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际余额 49,279.66 

本公司于2011年1月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以18,000万元的超募资金归还公司除中国进出口银行外的商业

银行借款，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发表意见：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中的18,0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本公司于2011年2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明确发表意

见：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使用超募资金中的80,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1年3月2

日，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

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坚、严承亮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公司于2014年6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土

地的议案》、《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核查后明确发表意见：对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土地及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2014年

6月20日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土地的议案》，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坚、薛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结项募投项目“年产3万吨大规格高强度R4海洋系泊

链建设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2,112.65万元，用于“年产3万吨大规格高强度R5海洋系泊链建设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明确发表意见：对公司拟将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无异议。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明确发表意见：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审批、专款专用，随时接受本公司保荐机构的监督。在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开设了专项账户。 

截止 2019 年 0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专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 32001766236059601890 活期存款 2,074,473.4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市东兴支行 10220701040021666 活期存款 1,943,830.5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54500001423 活期存款 154,037.9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67330000198[注3] 活期存款 8,041,16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 549558228911 活期存款 583,130.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 32001766236049000133*2

5 

定期存款 125,0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 32001766236049000133*2

6 

定期存款 6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67060000117 定期存款 6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54500001423 利多多结构性存款 65,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54500001423 利多多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 67010154500001423 利多多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合计   492,796,639.90 

[注 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靖江支行）67010167330000198账

号为浦发银行靖江支行 67010154500001423账号的结构性存款账号。  

2019年 4 月 2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2 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1年1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东兴支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工业园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山西路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公司招股说明书说明的用途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3 万吨大规模高强度 R4 海洋系泊链建

设项目、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共计 71,731.50

万元。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所需，剩余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如果募集资金超过上述资金需求，则超过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3、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6月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2014年6月20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原计划在现厂址内以技术改造方式进行实施的年产3万吨超高强度R5海

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由于现有厂区面临拥挤和布局不优化的局面，为优化公司生产流程布局，

减少物资流转成本，打造世界一流的系泊链生产基地，并为后续调整产能、扩大生产能力留下空

间，公司决定将该项目未实施部分的实施地点变更至使用超募资金购置的新征土地处（位于公司

南侧临近长江码头，占地约14 万平方米）。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原计划在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实施，因材料试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

等占地面积大，且存在较大的振动，经与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对接，不宜放置于金融商务

区，公司决定增加一块实施地，将材料试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等大型设备放置公司南侧厂区内，

小型研发设备仍放置在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4年6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2014年6月20日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土地的议案》：为建造世界一流的系泊链生产基地，公

司向靖江市人民政府提出购置土地的申请，靖江市人民政府同意在公司南侧临近公司长江码头处

新征约14万平方米的土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授权公司董事长使用超募资金在3,500

万元范围内行使决定权。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原计划在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实施，因材料试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

等占地面积大，且存在较大的振动，经与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对接，不宜放置于金融商务

区，公司决定将材料试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等大型设备放置公司南侧厂区内，小型研发设备仍

放置在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

情形。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5,31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00.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201.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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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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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上期

末投入 

年产 3 万吨大规格高

强度 R4 海洋系泊链

建设项目 

否 40,063.50 40,063.50 40,063.50 37,900.57  36.70  37,900.57  -2,162.93   100  
2014年

12 月 
821.79 否 否 

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

造项目 

是 27,839.50 27,839.50 27,839.50 22,590.68  1,400.79  23,991.47  -3,848.03  86.18 
2019年

12 月 
- -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是 3,828.50 3,828.50 3,828.50 1,000.00    1,000.00  -2,828.50  
 

26.12  
  - - 否 

小计 — 71,731.50 71,731.50 71,731.50 61,491.25 1,400.79  62,892.04  -8,839.46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借款 否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    18,000.00  -    1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    80,000.00  -    100 - - - - 

购置土地 否       3,309.60   3,309.60   100         

小计   98,000.00 98,000.00 98,000.00 101,309.60  -    101,309.60  -              



合计   169,731.50 169,731.50 169,731.50 162,800.85 1,400.79  164,201.64 -8,839.4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年产 3 万吨大规格高强度 R4 海洋系泊链建设项目：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完工投产。因报告期

大规格高强度 R4海洋系泊链订单不足，产能利用不足，未达到该项目预计收益。 

2、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为了优化公司流程布局，降低工厂成本，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关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2014 年 6 月在位于公司南侧临近长

江码头处，新征约 14 万平方米的土地，目前厂房和设备基础建设完毕，整机已安装完毕，设备在生产调试改

进过程中。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政府对该区域统一规划建设，截止报告期末，研发大楼已封顶，待交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 2014年 6 月 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2014 年 6月 20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原计划在现厂址内以技术改造方式进行实施的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

由于现有厂区面临拥挤和布局不优化的局面，为优化公司生产流程布局，减少物资流转成本，打造世界一流的

系泊链生产基地，并为后续调整产能、扩大生产能力留下空间，公司决定将该项目未实施部分的实施地点变更

至使用超募资金购置的新征土地处（位于公司南侧临近长江码头，占地约 14 万平方米）。 

本公司于 2018年 4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原计划在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实施，因材料试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等占地面积大，且存在较大的振动，

经与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对接，不宜放置于金融商务区，公司决定增加一块实施地，将材料试验系统、

预热闪光焊机等大型设备放置公司南侧厂区内，小型研发设备仍放置在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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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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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金额部分的使用情况 

2011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以超募资金中的 18,000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2011 年 2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以超募资金中的 8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3 月 2 日， 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2014 年 6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以超募资金购置土地，预计综合费用约为 3,000 万

元，授权公司董事长使用超募资金在 3,500 万元范围内行使决定权；2014 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该议案。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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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3 万吨超高强

度 R5 海洋系泊链

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 3 万吨超高强

度 R5 海洋系泊链

技术改造项目 

 27,839.50   27,839.50  1,400.79 23,991.47  86.18 
2019年

12 月 
— —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828.50  3,828.50    1,000.00  26.12       否 

合计 — 31,668.00  31,668.00  1,400.79 24,991.47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

项目） 

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 

变更原因：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原计划在现厂址内以技术改造方式进行实施。为优

化公司生产流程布局，减少物资流转成本，打造世界一流的系泊链生产基地，并为后续调整产能、扩大生产能力

留下空间，公司决定将该项目未实施部分的实施地点变更至使用超募资金购置的新征土地处（位于公司南侧临近

长江码头，占地约 14 万平方米）。 

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14 年 6 月 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批准，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在 2014年 6月 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变更原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在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实施，因材料试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等占地

面积大，且存在较大的振动，经与靖江市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对接，不宜放置于金融商务区，公司决定将材料试

验系统、预热闪光焊机等大型设备放置公司南侧厂区内，小型研发设备仍放置在滨江新城金融商务区。 

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18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在 2018年 4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为了优化公司流程布局，降低工厂成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关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2014 年 6 月在位于公司南侧临近长江码

头处，新征约 14 万平方米的土地，目前厂房和设备基础建设完毕，整机已安装完毕，设备在生产调试改进过程

中。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政府对该区域统一规划建设，截止报告期末，研发大楼已封顶，待交付。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年产 3 万吨超高强度 R5 海洋系泊链技术改造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后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后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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