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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6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注销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根据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拟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现

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及节余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5年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22号文核准，公

司向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

开发行612,557,42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

为6.5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999,999,991.78元，扣除发行费用27,811,255.74元

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3,972,188,736.04元。截至2015年2月3日，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账。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验资，并出具《验

资报告》（瑞华验字[2015]第01950002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其中

150,000万元用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乳粉加工厂项目”，剩余247,218.87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约15亿元用于并购重组，约2亿元用于建设国家母婴

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约8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

金）。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乳粉加工厂项目”（简

称“原项目”）变更为“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乳粉、25万吨液态奶搬迁

改造项目” （简称“新项目”），变更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127,800万元，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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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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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募集资金22,2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变更后：其中

127,8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乳粉、25万吨液态

奶搬迁改造项目”，剩余269,418.87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将原用于建设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简称“母婴中心”）的 2 亿元募集资金变更为用于联合竞购 Brassica 

Holdings 股权项目（简称“竞购项目”），并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轴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两个募集资金专户（户名均为本公司）

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及购买银行产品收益用于竞购项目。竞购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约 41,351.36 万元，包括：15 亿元并购重组募集资金剩余的 1.22

亿元，变更母婴中心项目募集资金 2 亿元，部分募集资金利息及购买银行产品收

益。详见公司 2017-055、057 及 2018-001 号公告。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帐号 
募集资金余额

（元） 
备注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轴路支行 
20000004442100003233968 0.00 

户名为北京三元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8351 0.00 

户名为北京三元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8546 2,512,792.79 

户名为河北三元食

品有限公司 

 
合计 

 

2,512,792.79 
 

注：1、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产品取得收益

133,198,653.14 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37,560,272.98 元。 

2、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用于购买银行产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前述购买

银行产品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 370,000,000.00 元。 

3、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使用该部分银行产品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竞购项

目支出金额 91,781,872.65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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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投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并正常投入使

用，本次全部募投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67,865.3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1）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1 

河北三元食品

有限公司年产

4 万吨乳粉、

25 万吨液态

奶搬迁改造项

目 

127,800.00  98,446.43
1
 77.03% 

2 补充流动资金 269,418.87 269,418.87 100.00% 

 
合计 397,218.87  367,865.30 92.61%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止，未到期的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

财产品情况如下： 

 

购买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日 
投资金额

（万元） 
年化收益率 

期限

（天） 
备注 

交通银行石家

庄胜利北街支

行 

蕴通财富

活期结构

性存款 S

款 

保本活期

型结构性

存款 

2019/5/23 1,000.00 1.65%-3.10%   

无固定到

期日随时

可赎回 

交通银行石家

庄胜利北街支

行 

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

款 123天 

保本定期

型结构性

存款 

2019/8/22 26,000.00 3.80%-3.90% 123   

中信银行石家

庄丰收路支行 

共赢利率

结构

28544期

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封

闭式 

2019/8/21 10,000.00 
3.87%或

4.37% 
104   

合计   37,000.00       

 

                                                             
1
 公司 2019 年度共计投入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4 万吨乳粉、25 万吨液态奶搬迁改造项目 2,278.90

万元，主要为支付项目相关尾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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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991.78  

减：发行费用      27,811,255.74  

    募投项目累计使用   3,678,652,996.72  

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293,535,739.32  

加：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产品取得收益     133,198,653.14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37,560,272.98  

减：使用银行产品收益及利息收入用于竞购项目支出金额      91,781,872.65  

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及其产生收益的余额     372,512,792.79  

 

三、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本着合理、节约的原则，公司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

控制项目实施风险的前提下，较好地控制了工程成本，控制和减少了项目实施费

用。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利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

资收益。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公司将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 372,512,792.79 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完成后，注销募集资金相关专项账户。

专户销户后，公司和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所投资的项目已实施完毕，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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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并同意注销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监事

会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372,512,792.79 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益，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及业务发展，并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完成后，注

销募集资金相关专项账户。本次事项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3、保荐机构意见 

瑞银证券认为：本次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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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

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发行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