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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0            证券简称：上海天洋      公告编号：2019-008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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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EVA

胶膜项目”和“年产3.1亿㎡热熔胶网膜项目”。 

 项目结项后结余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将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44,080,910.88元（含截至2018年12月26日的利息与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等。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关于核准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0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18.19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2,85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46,310,8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6,539,200.00元。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126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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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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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及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

制度。 

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嘉定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与交行嘉定支

行、中信证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天洋热熔胶有限公司四方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四

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协议履行情况良好，不存在争议纠纷。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序

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投

资额（元） 

募集资金置换自

筹资金（元）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元） 

募投项目投入

进度（%） 

1 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2,000,000.00 1,526,200.00 1,989,700.00 99.49 

2 年产 4,800 万㎡

太阳能电池封装

用EVA胶膜项目 

43,330,000.00 7,327,700.00 32,815,906.18 75.73 

3 年产 3.1 亿㎡热

熔胶网膜项目 
61,209,191.20 26,522,600.00 30,834,187.72 50.38 

4 补充流动资金等

一般用途 
120,000,000.00 - 120,000,000.00 100.00 

合计 226,539,200.00 35,376,500.00 185,639,793.90  

二、 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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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 胶膜项目”和“年产 3.1 亿㎡热熔胶网膜项目”，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

及结余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情

况如下： 

（二）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前述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利息与理财收益

（万元） 

结余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年产 4,800 万㎡

太阳能电池封装

用 EVA 胶膜项

目  

4,333.00 3,281.59 104.20 1,155.38 

年产 3.1 亿㎡热

熔胶网膜项目  
6,120.92 3,083.42 215.27 3,252.71 

合计 10,453.92 6,365.01 319.47 4,408.09 

三、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 胶膜项目”及“年产 3.1 亿

㎡热熔胶网膜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节约、

合理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募投项目中，除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中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已达到 99.49%，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 胶

膜项目投入已达到 75.73%，年产 3.1 亿㎡热熔胶网膜项目投入已达到 50.38%，

公司名称 募投项目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万元） 

（含利息） 

昆山天洋 年产 4,800万㎡太阳能

电池封装用 EVA 胶膜

项目 

交通银行嘉定支

行 

31006907901880

0049913 1,155.38 

昆山天洋 年产 3.1亿㎡热熔胶网

膜项目 

交通银行嘉定支

行 

31006907901880

0050446 
3,252.71 

合计  4,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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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投入募投资金已达到 81.95%（含补充流动资金）。但截至目前，本次募投项

目结项、募集资金仍形成结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 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公司网膜产品主要应用于服装及汽车内饰领域。当前，服装领域受到中美贸

易战的影响，产品出口面临较大压力；同时，汽车市场消费疲软，发展同样面对

阻力。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8 年 1-11 月，汽车产销 2,532.52

万辆和 2,541.97 万辆，同比下降 2.59%和 1.65%，产销增速持续回落。这种趋势

在进入到下半年后更加明显，根据 11 月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汽车制造业的生产

和零售均陷入负增长状态。其中，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2%，降幅

比 10 月扩大 2.5 个百分点，汽车零售额同比下降 10%，降幅比 10 月扩大 3.6 个

百分点。现阶段，汽车消费的萎缩已经造成汽车生产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三季

度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2016 年以来首次跌破 80%，降至 79.6%，汽车制造业

已经连续 3 个月利润负增长1。因此，公司募投项目中网膜产品面对的市场环境

较项目此前预估产生了较大不利变化，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项目总体进

度滞后，形成了部分募集资金结余。 

（二） 政策发生变化 

2016 年，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已经公布《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

指南（征求意见稿）》（环办科技函 [2016]150 号），拟将新标准替代 GB/T 

27630-2011《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将此前的参考性标准修改为强制性

标准，同时对车内空气中的苯、甲苯、二甲苯和乙苯等有害物质的测试数据有严

格的限值要求，如果新的标准能够出台，将促使汽车内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更多

的从低成本的胶粘剂向环保型胶粘剂进行转变。但该新标准截至目前仍未正式获

得批准颁布，加上 2018 年度汽车产销量同比下滑，致使公司网膜募投项目此前

预估的政策环境也发生变化，导致市场开拓未能按照募投计划进行。  

                                                        
1 数据来源于招商证券 2018 年 12 月 16 日的定期报告《汽车制造业生产、销售、盈利表现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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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

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 号），该新政提出

暂不安排 2018 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仅安排 1,000 万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

伏建设规模，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的补贴力度，新政出台对光伏行业带来较大影

响。根据 11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18 年前三季度光伏建设运行情况显示，

2018 年前三季度，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3454.4 万千瓦，同比下降 19.7%，新

的政策导致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 膜募投项目的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投资

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形成了部分募集资金结余。 

（三） 新产品的升级替代 

POE 胶膜与传统 EVA 胶膜相比，具有优异的水汽阻隔性，可以增强组件的

抗 PID 性能，提高组件的可靠性，是目前双面双玻组件及薄膜组件的主要封装

胶膜。随着双面电池及双玻组件应用的增加，传统的 EVA 透明膜的市场份额会

逐步下滑，POE 胶膜的市场份额将不断增长。 

目前，公司已经在积极研发 POE 膜，拟通过新产品的推出提升公司光伏行

业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及公司整体经营业绩。POE 膜研发技术水平已经覆盖并超

过了“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 胶膜项目”，公司继续投入该项目

会造成公司资源以及募集资金的浪费，与公司现有业务发展方向相不匹配，因此

形成了部分募集资金结余。 

四、 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 胶膜项目”及“年产 3.1 亿

㎡热熔胶网膜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 44,080,910.88 元（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等。公司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

效益，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

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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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专户安排 

结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

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胶膜项

目”及“年产 3.1亿㎡热熔胶网膜项目”结项，并将结项后的全部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将“年产 4,800 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胶膜项目”及“年产 3.1

亿㎡热熔胶网膜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当

前整体发展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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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因此同意公司将该两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7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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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本次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能够更加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

全体股东利益。 

本保荐机构对上海天洋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