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目 录 

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3-4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36 

  

  

  

  

  



 

 3 

 
 

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19）第 351ZA0012 号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科技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编制《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兴业科技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

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兴业科技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兴业皮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不存在重大错

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兴业科技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兴业科技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使用

情况相符。 

 

本鉴证报告仅供兴业科技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 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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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本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Ｏ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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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1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12

年4月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6,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2.00元。截至

2012年5月2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72,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7,606,335.95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672,393,664.05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2012）综字第020039

号”《验资报告》验证。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70号）核准，本公司于2016年8月非公开发行A股

61,510,162.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1.64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715,978,294.62

万元，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6,007,211.32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9,971,083.3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

(2016)第351ZA0032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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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65,077.48万元，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余额为5,239.66万元（其中募集资金2,161.88万元，募集资金存款专户累计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2,322.16万元，募集资金保本理财投资收益755.62万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22,919.99万元，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余额为49,163.52万元（其中募集资金48,077.14万元，募集资金存款专户累计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1,086.38万元）。 

2、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8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82.52万元，募投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含理财及存款收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3,921.88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明细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初余额 5,239.66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82.52 

减：本报告期实际投入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总额 30.10 

减: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921.88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1,370.20 

综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9,029.46万元，其中本报告期

投入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非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30.1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370.20万元。 

注：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4）的议案》，并于2016年3月30日经公司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启原先暂缓的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120



 

 7 

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牛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的建设，牛

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原预算投入21,952.99万元，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入21,457.67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495.32万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1,208.16万元，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40,000万元，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099.30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明细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初余额 49,163.52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208.16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 

减：本报告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99.30 

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9,272.38 

综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4,019.29万元，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余额为49,272.38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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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

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2012年6月29日经本公司董事

会第二届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该管理

办法于2013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修

订；后于2016年，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修订。管理办法经过历次修订后，对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用途变更、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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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12年6月12日本公司与平

安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瑞森皮革”）与平安证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安海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在以上银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披露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4），决定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民生证券”）承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

同民生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决定将瑞森皮革存放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等四个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全部转

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台湾街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支

行”）进行专户存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2月30日发布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8）。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瑞森皮革同民生证券与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公司存放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安海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411762364113）的募集资金用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公司年加工150万张高档

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和“公司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以上募投项目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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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结余募集资金已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注销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7月10日发布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将在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梅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安

海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全资子公司瑞

森皮革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现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瑞森皮革连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与上述四家银行共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江安海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公司已注销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月5日发布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均严格执行管理办法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

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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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 

兴业

科技 

 

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

行 
411762364113 募集资金专户 注销 

瑞森

皮革 

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

支行 
37550188000048769 募集资金专户 1,701,963.71 

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

支行 
37560181000040620 结构性存款 12,000,000.00 

合计 - - 13,701,963.71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 

兴业

科技 

 

泉州银行晋江梅岭支

行 
0000011754426012 募集资金专户 72,822.29 

泉州银行晋江梅岭支

行 

 
 

0000012340369012 通知存款 4,000,000.00 

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

支行 
3756018100004088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

支行 
37560181000041432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瑞森

皮革 

中行漳浦支行营业部 427372680225 募集资金专户 8,650,989.55 

光大银行厦门台湾街

支行 
37560181000041186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合计 - - 92,723,811.84 

上述存款余额中，包括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2,294.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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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3：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2年6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77,785,281.42

元，该预先投入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审（2012）专

字第020551号”《关于兴业皮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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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鉴证。 

2012年7月26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平安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意见。本公司已于2012年7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后，以77,785,281.42元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年9月1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20,000万

元。该预先投入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专字（2016）

第351ZA0114号”《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进行了鉴证。 

2016年9月14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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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意见。本公司已于2016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信息披露后，以2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以上置换行为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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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本公司于2012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瑞森皮革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6个月（自2012年10月24日起至2013年4月23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本次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瑞森皮革已于2012年10月30日将5,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瑞森皮革已于2013年4月22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6个月。 

（2）本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瑞森皮革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自2013年4月24日起至2014年4月23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本次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瑞森皮革已于2013年4月25日将6,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瑞森皮革已于2013年6月27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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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此议案于2013年7月18日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瑞

森皮革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瑞森皮革已于2013年7月22日、7月26日、8月8日将合计20,000万元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瑞森皮革已于2014年4月9日、4月15日、4月21日、4月22日

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

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4）本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此议案于2014年5月20日通过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暂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2014年5月23日、5月

27日分别将合计10,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5年3月20日

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

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5）本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6,7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2015年3月23日、3月24日

分别将合计6,7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5年6月26日将上述

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6,7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

未超过 12 个月。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本公司于2016年9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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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7,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2016年9月18

日7,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6年10月8日将上述用于暂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7,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

个月。 

（2）本公司2016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6,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已于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0月21

日分别将合计36,000万元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已

于2017年6月1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36,000万元提前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3）本公司2018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已于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11日、2018年

6月12日、2018年6月28日分别将合计40,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8

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尚未归还。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节余使用情况 

（1）本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此议案于2015年12

月21日经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使用“瑞森皮革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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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120万张牛原皮、30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年加工120万张牛原皮到牛蓝湿皮生产线

项目结余募集资金962.93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在内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9日将上述募投项目结余资金962.93万元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 

（2）本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同意公司使用“年150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

区）”项目结余金额1,055.95万元（含募投项目资金154.71万元和募集资金理财及存款

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901.24万元）、“年加工150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区）”

项目结余金额2,825.20万元（含募投项目资金2,379.53万元和募集资金理财及存款收益

扣除手续费后净额445.67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

公司已将上述募投项目结余资金合计3,921.88万元（实际转出金额）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节余使用情况 

不适用。 

（五）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2年度，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总额7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7,606,335.9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72,393,664.05元，较原计划的601,834,400.00元募

集资金超额募集70,559,264.05元；募集资金存款账户利息收入扣除支付银行手续费后

净额680,063.99元，实际超募资金71,239,328.04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用于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下： 

（1）根据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

本公司于2012年6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性补偿流动资金并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额募集资金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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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偿流动资金，并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公司已于2012年7月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后实施该事项。 

（2）截至2012年8月3日，本公司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11,188,679.67元（与超募资

金余额10,559,264.05元的差额629,415.62元，主要为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支付银

行手续费后净额所致）。 

本公司于2012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

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偿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剩余超募资金11,188,679.67元以

及银行上次结息日距本次实际补充流动资金日该部分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超募资金账户将无余额，公司已注销该超募资

金账户。超募资金账户银行最后一次结息日距本次实际补充流动资金日该部分资金

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用后净额为50,648.37元。本公司已于2012年8月30日披露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2-021）后实施该事项。 

（六）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1）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决定在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

资金账户。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

投资款7,412.83万元，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款项7,412.83万元。 

（2）2012年6、7月份，超募资金使用中，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误将募集资

金专户中84.92万元用于公司非募投项目支出。2012年7月份，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

部汇入募集资金专户中。 

（3）2013年3月20日、25日，由于银行操作失误，误将本公司自有资金5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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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万元存入募集资金定存专户（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行409162647791账户）。2013

年4月12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退回自有资金账户。 

（4）2014年5月29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使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

江安海支行411762364113账户）募集资金197.86万元人民币用于购汇支付非募投项目

使用的进口设备，2014年7月21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5）2014年12月24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向瑞森皮革募集专户（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1408012219008069255账户）支付货款300万元，2014

年12月25日，瑞森皮革已将上述款项从该募集专户转回本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6）2014年12月8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

安海支行411762364113账户）募集资金26万元支付非募投项目的工程款，2015年1月5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7）2014年12月8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

安海支行411762364113账户）募集资金120万元置换支付非募投项目工程款的银行承

兑汇票，2015年1月9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8）2015年2月13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

安海支行411762364113账户）募集资金200万元置换支付非募投项目工程款的银行承

兑汇票，2015年3月10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2016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决定在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

资金账户。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

投资款886.00万元，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款项886.00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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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2。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3、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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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8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239.3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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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29.4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1,457.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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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1)-(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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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年 150 万张

高档皮革后整饰

新技术加工项目 

否 19,978.21 19,978.21 19,978.21 
 

19,823.50 154.71 100.00  2017-6-30 4,430.86 是 否 

公司年加工 150

万张蓝湿皮扩建

项目 

是 — 13,487.43 13,487.43 
 

11,107.90 2,379.53 100.00  2017-6-30 2,065.72 是 否 

福建瑞森皮革有

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

30 万张蓝湿皮项

目 

是 40,205.23 18,252.24 18,252.24 
 

18,088.98 163.26 100.00  2015-6-30 1,063.42 注 1 否 

收购徐州兴宁皮

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是 — 7,970.24 7,970.24 
 

7,970.24 0.00 100.00 2014-6-30 122.82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60,183.44 59,688.12 59,688.12 - 56,990.62 2,697.50 100.00 

 
7,682.82 - - 

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 — — — 3,921.88 4,884.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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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否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否 1,123.93 1,123.93 1,123.93 

 
1,123.93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7,123.93 7,123.93 7,123.93 

 
7,123.93 

      

合计 — 67,307.37 66,812.05 66,812.05 3,921.88 
68,999.36

（注 2） 
2,697.50 — — 7,682.8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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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对“瑞森皮革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进行变更。公司拟暂缓“瑞森皮革年加工 120 万张牛

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牛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将原定用于投资该生产线

中的 13,487.43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于“公司年加工 150 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本

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合计 13,487.43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0.06%。该事项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并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经公司 201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截至 2014 年 4 月 21 日，公司已经从瑞森皮革收回投资款 13,487.43

万元。  

 2、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本次公司拟将 “瑞森

皮革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8,465.56 万元中的

7,970.24 万元用于收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合计

7,970.24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1.85%。该事项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截至

2014 年 7 月 9 日，公司已经从瑞森皮革收回投资款 7,970.24 万元，全部用于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同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 7,778.53 万元。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置换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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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福建瑞森皮

革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2013 年 4 月 23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瑞森皮革实

际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将 5,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瑞森皮革并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

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2、本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

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暂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瑞森

皮革实际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将 6,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瑞森皮革并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3、本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议案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通过本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瑞森皮革实际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7 月 26 日、8 月 8 日分别将合计 20,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4 年 4 月

9 日、15 日、21 日、22 日，瑞森皮革已分别归还募集资金 5,000 万元、5,000 万元、5,000 万

元、5,000 万元合计 20,0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4、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该议案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经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实际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27 日分别将合计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5、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700 万元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3 月 24 日分别将合计 6,7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7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6、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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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1、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使用不超过 1.4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并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公告。该议案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拟增加使用不超过 1.1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

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此

次增加额度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总额度为 2.5 亿元。该议案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购买的保本收益性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11,300 万元。 

2、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

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拟增加使用不超过 1.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

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投资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该议案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经公司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购买的保本收益性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3,000 万元。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瑞森皮革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蓝湿皮项目”已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建设完成，

该项目计划投资 18,252.24 万元，实际投入资金 18,088.98 万元，项目结余 163.26 万元，此外

还有利息收入 799.67 万元。该项目资金结余主要原因：（1）、瑞森皮革严格控制募投项目成

本，根据募投项目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本着合理、有效及经济的原则使用募集资

金，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费用管理控制，在保证募投项目品质及进度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减少开支；（2）、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瑞森皮革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理财产品取得了相应的理财收益。本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 12 月 21 日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上述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962.93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将上述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962.93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年 150 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安东园区）和“公司年加工 150 万张

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区）”均已实施完毕，“年 150 万张高档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项目

（安东园区）”项目结余金额 1,055.95 万元（含募投项目资金 154.71 万元和募集资金理财及存

款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901.24 万元），“年加工 150 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区）”项

目结余金额 2,825.20 万元（含募投项目资金 2,379.53 万元和募集资金理财及存款收益扣除手

续费后净额 445.67 万元）。项目资金结余主要原因：（1）公司严格控制募投项目成本，根据

募投项目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本着合理、有效及经济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在募

投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费用控制，在保证募投项目品质及进度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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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2）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取得了相应的收益。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上述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募投项目结余资金合计 3,921.88 万元（实际转出金额）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期间，

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

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资金账户。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累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 7,412.83 万元，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款

项 7,412.83 万元 。 

2、2012 年 6、7 月份，超募资金使用中，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误将募集资金专户中 84.92

万元用于公司非募投项目支出。2012 年 7 月份，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汇入募集资金专户

中。 

3、2013 年 3 月 20 日、25 日，由于银行操作失误，误将本公司自有资金 504 万元、378 万元

存入募集资金定存专户（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行 409162647791 账户）。2013 年 4 月 12 日，本

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退回自有资金账户。 

4、2014 年 5 月 29 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使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行

411762364113 账户）募集资金 197.86 万元人民币用于购汇支付非募投项目使用的进口设备，

2014 年 7 月 21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5、2014 年 12 月 24 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向瑞森皮革募集专户（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海支行 1408012219008069255 账户）支付货款 300 万元，2014 年 12 月 25 日，瑞

森皮革已将上述款项从该募集专户转回本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6、2014 年 12 月 8 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行

411762364113 账户）募集资金 26 万元人民币支付非募投项目的工程款，2015 年 1 月 5 日，本

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7、2014 年 12 月 8 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行

411762364113 账户）募集资金 120 万元人民币置换支付非募投项目工程款的银行承兑汇票，

2015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8、2015 年 2 月 13 日，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误用募集专户（中国银行晋江安海支行

411762364113 账户）募集资金 200 万元置换支付非募投项目工程款的银行承兑汇票，2015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回该募集资金专户。 

注 1：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蓝湿皮项目中牛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的建设已终止，所以原项目的产能和承诺效益已不

适用。 

注 2：本报告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0.1 万元投入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由此造成募

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与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总额差异 3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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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8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名称：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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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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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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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年加工 150

万张蓝湿皮扩建

项目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

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13,487.43 13,487.43 - 11,107.90 100.00 2017-6-30 2,065.72 是 否 

2、收购徐州兴宁

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

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7,970.24 7,970.24 
 

7,970.24 100.00 2014-6-30 122.82 不适用 否 

合计 — 21,457.67 21,457.67 - 19,078.14 — — 2,188.54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对“瑞森皮革年加工 120 万

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进行变更。公司拟暂缓“瑞森皮革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

牛蓝湿皮项目”牛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将原定用于投资该生产线中的 13,487.43 万元募集

资金投资于“公司年加工 150 万张蓝湿皮扩建项目（安东园）”。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合计 13,487.43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0.06%。该事项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通过，并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截至 2014 年 4 月 21 日，

公司已经从瑞森皮革收回投资款 13,487.43 万元。 

 2、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本次公司拟将 “瑞森皮革年加

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8,465.56 万元中的 7,970.24 万元用于收

购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合计 7,970.24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

的 11.85%。该事项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截至 2014 年 7 月 9 日，公司已经从瑞森皮革收回投资

款 7,970.24 万元，全部用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上述决议、投资公告、相关评估报告已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详细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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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名称：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0,997.1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29.4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019.2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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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1)-(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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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智能化

技改项目（安

海厂区） 

否 28,098.56 28,098.56 28,098.56 1,031.65 1,946.64 26,151.92 6.93 2020-12-31 - 不适用 否 

瑞森皮革年

加工 120万张

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

皮项目(注) 

否 21,457.67 21,952.99 - 97.75 661.87 - - 
不适用（注

1） 
- 不适用 是 

归还银行借

款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 100.00 

    

补充流动资

金  
1,440.88 1,440.88 1,440.88 

 
1,440.88 - 100.00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70,997.11 71,492.43 49,539.44 1,129.40 24,049.39 26,151.92 

  
- - - 

合计 — 70,997.11 71,492.43 49,539.44 1,129.40 
24,049.39

（注 2） 
26,151.9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智能化改造项目（安海厂区）”实施的厂区为安海厂区，是目前公司主要的生产区域之一，由于

本次智能化改造涉及对公司现有生产工序的调整，同时智能化设备的安装也要考虑到前后工序的

衔接及场地调整等因素，为了减少因智能化改造对公司现有生产的影响，本次智能化改造项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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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步渐次实施；此外，因皮革行业的很多智能化改造都涉及到多次的改造、试验，需要的时间

和周期也会比较长。因此，调整兴业科技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实施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目前国内制革行业下游需求疲软，公司现有产能已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市场需求没有明显改善的

情况下，实施“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牛蓝湿皮

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建设将造成产能闲置，经公司多次论证决定终止“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

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牛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建设，该

事项已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为了完善公司产业链及满足未来市场的需求，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4）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重启原先暂缓的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的建设，牛蓝湿皮加工到

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原预算投入 21,952.99 万元，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21,457.67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495.32 万元。                                                                                           

2、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终止“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牛蓝湿皮加

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建设，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20,000 万元。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置

换的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16 年 9 月 18 日 7,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

2016年 10月 8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2、本公司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 36,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已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2016 年 10 月 21 日将合计 36,0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瑞森皮革已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6,000 万元提

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3、本公司 2018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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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 40,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已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2018 年 6 月 11 日、2018 年 6 月 12 日、2018 年 6 月 28 日分别将合计 40,000 万元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尚未归

还。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使用不超过 4 亿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不超过 12 个

月），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和额度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该

议案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经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在该期

限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瑞森”）使用不超过 4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不超过 12 个月），使用期限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和额度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该议案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201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期间，

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

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一般流动资金账户。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 886 万元，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款项 886 万元。 

注 1：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中牛蓝湿皮加工到牛成品皮的生产线建设已终止。  

注 2：本报告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0.1 万元投入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120 万张牛原皮、30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由此造成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总额差异 3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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