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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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 

第一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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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180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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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6,995,000 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02 元，共计募集资金 740,639,900.00 元。

扣除承销和部分保荐费用 70,23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670,409,900.00元, 已由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1 月 2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扣除用于本次发行的法定信息披露费用、招股说明书印刷费、审计和验资费、律师费

及前期已预付的部分保荐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11,126,900.00 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659,283,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苏公 W[2014]B12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于 2014年 11月 27日收到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本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的金额为 670,409,900.00元。 

2018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 44,669,019.65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为 574,646,126.46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07,958,951.39

元。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一、募集资金总额 740,639,900.00  

减：发行费用总额 81,356,900.00  

二、募集资金净额 659,283,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15,570,894.14  

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收益 6,141,183.71  

三、募集资金使用 574,646,126.46  

其中：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金额 49,798,200.00  

      2.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 296,592,847.56  

      3.终止“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并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1,128,472.68 

 

 4.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17,126,606.22   

四、使用募集资金认购结构性存款余额 —  

五、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应有余额 106,348,951.39  

六、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实有余额 107,958,951.39  

七、募集资金实存金额与募集资金应有余额差异 1,610,000.00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募

集资金账户实存金额超出应

结存金额 161.00 万元。原因

为：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有

资金垫付了发行费 161.00万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科学园支行、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存单)账号 账户类型 金   额 

招商银行南京江宁科学园支行 125904066810509 募集资金专户  107,958,951.39 

招商银行南京江宁科学园支行 125904066810708 募集资金专户  — 

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行 11014706079004 募集资金专户  — 

合计 107,958,951.39 

注：公司开设于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行账户（账号：11014706079004）已于 2016年

3月 30日销户,公司开设于招商银行南京江宁科学园支行账户（账号：125904066810708）

已于 2016年 4月 13日销户。 

2.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

情况。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研发设计水平，对公司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间接通过

支持公司产品和提升市场形象而形成的，实现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2）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

算。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投入资金

4,979.82万元。2015年 4月 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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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

的情况下，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一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情况。本年度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合作方名称 理财本金 起始日 赎回日 理财收益 是否保本 

招商银行 60,000,000.00 2018/3/14 2018/4/13 182,465.75 是 

合计： 182,465.75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充分考虑自身发展情况和项目市场环境基础上，为确保募

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合理降低财务成本，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拟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公司已完工项目（含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01,479,987.36

元（具体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25,954.3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原定由母公司“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2015年 4月 3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经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的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增加

全资子公司上海维格娜丝时装有限公司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10,974.00 万元，拟在南京市

购入房屋作为公司的研发设计中心，建筑面积约为 2,800 平方米，其中展示大厅约为

1,000 平方米，办公面积约为 1,800 平方米，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截至 2015 年 10

月 26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0元。2015年 7 月，公司根据自身战略、结合市场情况，

以自有资金收购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云锦”）100%股份。南京

云锦位于南京市核心区域，多年来从事云锦的研发、生产、销售，拥有较为完备的研发

设施和充足的研发设计用房，能够满足公司研发设计需求。公司审慎全面考虑后拟终止

“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并将“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相应的募集资金

10,974.00万元、截至 2015 年 10月 26日的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17.19万元及后续发生利

息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期

限并调整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同意公司延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期限并调整部

分实施内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规划项目建设期 2年，总投资规模 25,954.30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实施内容为新开直营店铺共计 152 家，其中在上海、杭州购置

房屋开设 2 家旗舰店，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深圳、杭州、青岛、厦门、

成都、武汉、长沙、东莞、珠海、西安、大连、南宁、福州、南昌、贵阳、昆明、烟台、

郑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宁波、温州、合肥、苏州、银川、西宁等城市新开设 150

家商场店铺。公司拟延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实

施期限届满时延长两年，即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实施完毕。公司拟将国内店铺优化、未

来新品牌建设纳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中，总投资规模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使用计

划一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第二部分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046 号)核准，公司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朴海定增

一号私募投资基金、朔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汇安基金-汇鑫

9 号资产管理计划、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趵朴华威定增

1号私募基金非公开发行 28,262,429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18.4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1,724,439.34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8,962,417.71元

（含增值税），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伍亿零贰佰柒拾陆万贰仟零贰

拾壹元陆角叁分（小写：502,762,021.6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苏公 W[2018]B01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收到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本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的金额为 508,942,021.63 元。2018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

502,762,021.63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502,762,021.63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元。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一、募集资金总额 521,724,439.34  

减：发行费用总额 18,962,417.71  

二、募集资金净额 502,762,021.63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384,201.11   

三、募集资金使用 502,762,021.63  

其中：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金额 502,762,021.63  

四、注销账户结转余额至普通账户 384,201.11  

五、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应有余额 —  

六、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实有余额 —  

七、募集资金实存金额与募集资金应有余额差异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

年2月27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存单)账号 账户类型 金   额 

招商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125904066810205 募集资金专户  — 

合计 — 

注：截至报告日，公司 2018年 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开设

于招商银行南京鼓楼支行账户（账号：125904066810205）已于 2018年 4 月 19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2018年 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相关的资产

和业务，公司与衣念时装香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未对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相



 

关的资产和业务的效益进行约定和承诺，公司不需要编制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五次修订稿）》，公司 2018 年 2月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收购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或其他方式融资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

募集资金对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进行置换，本次募集资金不用于回购杭州金投维格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份

额。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金额为

241,754.12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0,276.20万元，可置换金额为

50,276.20万元。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2018 年 3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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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节余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2014年 11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18年 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九年四月二日 



 

附件 1                              2014 年 11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5,928.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66.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112.8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464.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占总额比例  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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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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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截至期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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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25,954.30 25,954.30 — 
4,466.90 

（注 1） 
16,692.48 — — — 

8,952.36 

（注 2） 
不适用 否 

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是 10,974.00 — —  —  —  —  —  —  —  —  已终止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项目 否 29,000.00 29,000.00 —  —  29,659.28 — — — — — 否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 11,112.84 —  —  11,112.85 — — — — — — 

合计： — 65,928.30 66,067.14 — 4,466.90 57,464.61 — — — 8,952.3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5 年 10 月 27 日经公司第二届第十七次董事会、第二届第十次监事会审议，并经 2015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

定终止募投项目“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 

2015 年 7 月，公司根据自身战略、结合市场情况，以自有资金收购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云锦”）

100%股份。南京云锦位于南京市核心区域，多年来从事云锦的研发、生产、销售，拥有较为完备的研发设施和充足的研

发设计用房，能够满足公司研发设计需求。 

公司审慎全面考虑后拟终止“研发设计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已投入资金 4,979.82 万元。2015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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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充分考虑自身发展情况和项目市场环境基

础上，为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合理降低财务成本，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拟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公司已完工

项目（含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01,479,987.36 元（具体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全部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公司因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和支出较为零散，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手续复杂，公司为提高业务办理效率，保障募集资金专款专

用，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募投项目建设支出。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的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金额合计为 647.90万

元。公司已完善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注 2：公司于 2016年 11月 2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期限并调整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将国

内店铺优化、未来新品牌建设纳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中。2018 年度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包括本年度国内店铺优化建设的卖场）实现效益

8,952.36 万元，若不考虑国内店铺优化建设的卖场实现的效益，2018 年度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不包括本年度国内店铺优化建设的卖场）实现的

效益为 5,766.75万元。 

 



 

附件 2                               2018年 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0,276.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276.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276.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占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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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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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截至期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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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收购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

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否 50,276.20 50,276.20 50,276.20 50,276.20 50,276.20 — 1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0,276.20 50,276.20 50,276.20 50,276.20 50,276.20 — 100% — 不适用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五次修订稿）》，公司 2018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收

购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相关的资产和业务。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

情况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方式融资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对自

有资金、银行贷款进行置换，本次募集资金不用于回购杭州金投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南京金维格服装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份额。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金

额为 241,754.12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0,276.20 万元，可置换金额为 50,276.20 万元。江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2018 年 3 月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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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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