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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号文”核准，由主承

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向询问对象询价配

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15.36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38,400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2,800万元后，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岭泽国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33001667150059999999)人民币35,600万元，

另扣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和网上发行手续费等发

行费用1,067.55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34,532.4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4年1月23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14]0033号《验资报告》。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元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年产 230万件铸旋汽

车铝合金车轮项目 
367,960,000.00 4,738,441.30 322,979,041.3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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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3,764,000.00 3,258,000.00 26,684,683.22 

合计 401,724,000.00 7,996,441.30 349,663,724.55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以自筹

资金 157,546,100.00 元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中年产 230 万件铸旋

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投入自筹资金 148,252,300.00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入自

筹资金 9,293,800.00元。2014 年 2 月 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置换资金总

额为 157,546,100.00元，并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和 2014年 2月 28日分别从募集

资金专户中划出。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

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 3,750,905.01元，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

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已经本公司2011年5月19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和2011年6月4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2014年10月28日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修订完善。根据《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

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的监督，保证专

款专用。募集资金到账后，2014年2月20日，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

设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市泽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岭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温岭支行共四个专项账户，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市泽国支

行活期存款账户为：3300166750059999999，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

行活期存款账户为：19925101047778889，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活

期存款账户为：1207041129002778818，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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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账户为：576900106010708。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元） 存放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温岭市泽

国支行 

浙江跃岭

股份有限

公司 

3300166750059999999 2,718.67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岭市支行 
19925101047778889 2,793.02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岭支行 
1207041129002778818 50,197.32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温岭支行 
576900106010708 3,695,196.00   活期 

合    计 3,750,905.01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14年2月23日，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

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9年 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拟新建研发大楼 1栋，含新产品开发中心、材料

和工艺研究开发中心、理化分析室、产品试验检测中心和新产品试制车间。未来

研发中心投入使用后，其承担的研发项目所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在财务核算中主

要以研发费形式列支，无法对应单独核算其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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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的情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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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532.4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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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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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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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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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           

年产 230万件铸旋汽车

铝合金车轮项目 
否 36,796 36,796 473.84 32,297.9 87.78% 

2019年 12月

31日 
153.7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376.4 3,376.4 325.8 2,668.47 79.03% 
2019年 12月

31日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0,172.4 40,172.4 799.64 34,966.37 —  — 153.7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  计   40,172.4 40,172.4 799.64 34,966.37   — 15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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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230 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建设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部分设备、人员业已到位，目

前已具备年产 190 万件铝合金车轮的生产能力。本年度受中美经济减速、贸易摩擦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反倾销

影响，公司目前产能已能满足订单需要，整个募投项目产能消化尚需持续进行市场开拓。为了更加有效的使

用募集资金，减少投资风险，经审慎研究论证，董事会于 2018年 12月 28日决定延长该项目的建设期，即将

其余产能的建设期再延长一年，公司会依据市场发展情况逐步释放产能。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研发设备及研发相关软件已基本购置到位。目前研发中心暂时使用生产厂房专

门场地作为研发厂房，研发中心已开始正常运转，研发中心功能也已正常发挥。至 2018年底研发中心的研发

楼土建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并已竣工验收进入装修阶段。董事会根据企业目前的运营实际及未来发展计划，于

2018年 12月 28日决定将研发中心的研发楼建设期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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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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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以自筹资金 15,754.61 万元预先投

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中年产 230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投入自筹资金 14,825.23万元，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投入自筹资金 929.38万元。2014年 2月 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置换资金总额为 15,754.61 万元，并于 2014 年 2

月 27日和 2014年 2月 28日分别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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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

375.09万元，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