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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9〕4779 号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电器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 2018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正泰电器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正泰电器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正泰电器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正泰电器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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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正泰电器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8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正泰电器公司募集资金 2018年度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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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031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48,009,101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7.58

元，共计募集资金 436,00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10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432,90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另减除会计师费、股权登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34.8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32,865.2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27号）。 

2017 年 5 月，本公司将上述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对应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 1.97万元进行了抵扣，并调增资本公积 1.97 万元，相应增加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经此调整，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为 432,867.17万元。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51,892.31 万元（其中，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892.31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万元已

于 2018年 8月归还），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7,671.19

万元；2018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10,708.29万元，2018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205.52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62,600.60万元（其中，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312,600.6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0,876.71万元。此外，本公司因实施智能制造应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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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收到供应商保证金 2.00万元，收到误入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自有资金 2.62万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上述款项仍存放于本公司相关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之中。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81,147.90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0,876.71万元、供应商保证金 2.00万元以及自有资金 2.62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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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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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会同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于 2017年 2月 15日与温州民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会同国泰君安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

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会同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源）、国泰君安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四方协商签订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会同正泰新能源、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正泰太阳能）、国泰君安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五方协商签订了《募

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会同正泰新能源、正泰太阳能、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国泰君安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

行六方协商签订了《募集资金六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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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有 36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4000000005965 780,102,497.4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柳市支行 1203282229207777707 30,704,633.07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彩虹城支行 1202054419900098132 33,168.20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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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452  3,208.33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644  299.91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7463  610,388.16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6100  1,124.37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572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586  352.22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720  1,460.92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733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630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716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819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973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03212010000245702  291.67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34722  400.24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8025  100.12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31989  197.83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6345  248.98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7646  1,203.5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7522  1,528.32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5718  893.2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8796 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5842  693.03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5691  726.5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32891 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7096  759.94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30165  1,115.5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7770  188.84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8823  41.8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3364  641.0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202021419900423240 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柳市支行 1203282219200297626  8,043.94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柳市支行 1203282219206666688  690.63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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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柳市支行 1203282219006666685  4,137.22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811,479,035.06  

注：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的监管工作具体由其下属乐清柳市支行负责实施；中国工商

银行杭州钱江支行对正泰安能募集资金专户的监管工作具体由下属杭州彩虹桥支行负责实

施。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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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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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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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2,867.1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708.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9,911.4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2,600.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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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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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地面式光伏

电站项目 
是 248,000.00 195,995.86 195,995.86 70,503.50 186,938.60 -9,057.26 95.38 [注 1] 20,938.26 是 否 

国外地面式光伏

电站项目 
是 46,000.00           

国内分布式光伏

电站项目 
是 22,000.00 47,442.53 47,442.53 10,577.40 30,670.15 -16,772.38 64.65 [注 1] 4,214.08 是 否 

国内居民分布式

光伏电站项目 
是 10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21,000.04 78,711.20 -101,288.80 43.73 [注 1] 1,440.76 

否 

[注 2] 
否 

智能制造应用项

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8,627.35 16,280.65 -3,719.35 81.40 2018 年 3,596.14 是 否 

合  计  436,000.00 443,438.39 443,438.39 110,708.29 312,600.60 -130,837.7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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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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 2017年 4 月动用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54,688.60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国内光

伏电站项目的自筹资金，于 2017 年 5 月动用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32,711.16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

站项目的自筹资金，于 2017年 7月动用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4,305.51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智能制造应用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 2017 年 12月动用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 2018年 8月 30 日，本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截至 2018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已按时将 2017 年 12 月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 5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动用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国内地面式光伏电站项目、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中部分电站已并网发电，其余部分电站尚处于建设期。 

[注 2]：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尚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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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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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投入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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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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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地面式光伏电

站项目新增项目 

国内地面式光伏电

站项目、国外地面

式光伏电站项目、

国内分布式光伏电

站项目、国内居民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

目 

195,995.86 195,995.86 70,503.50 186,938.60 95.38 [注 1] 20,938.26 是 否 

国内分布式光伏电

站项目新增项目 
47,442.53 47,442.53 10,577.40 30,670.15 64.65 [注 1] 4,214.08 是 否 

国内居民分布式光

伏电站项目新增项

目 

180,000.00 180,000.00 21,000.04 78,711.20 43.73 [注 1] 1,440.76 
否 

[注 2] 
否 

合  计  423,438.39 423,438.39 102,080.94 296,319.95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注 3]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 1]：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国内地面式光伏电站项目、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中部分电站已并网发电，其余部分电站尚处于建设期。 

[注 2]：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尚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注 3]：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该议案，本公司同意从 2016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募集资金项目中变

更 177,349.79 万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7,438.39 万元）用于国内地面式光伏电站项目、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及国内居民分布式项目中新项目建设。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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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于 2018年 4月 21 日进行公告，具体变更原因如下：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变更原因 

国内地面式光伏电站 

嘉峪关正泰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因取得银行专项贷款用于支付项目建设款，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因此形成项目结余资金。 

瓜州柳园 2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正泰韩城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公司项目用地正由当地政府进行土地规划调整，因进度较预计缓慢，公司放缓项目建设进度，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变更资金用途。 

乐清正泰 15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建设期间，公司严控工程成本，电站建设成本下降，截止目前项目已经全部并网发电，

后续继续使用募集资金继续支付 9,400 万元，节余资金 5,323 万元。 

吉安市 50MW 农光互补光伏地面电站项目 
由于江西省能源局取得的国家能源局实际下发指标远低于预分配指标，该项目仅取得 20MW指

标，因此公司实际取得指标及建设规模仅 20MW，其余 30MW不再投资。 

甘肃阿克塞正泰 49MW 光伏并网发电站项目 
甘肃省弃光限电尚未有效解决，公司暂放缓该项目建设进度，待限电缓解后加快建设，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变更资金用途。 

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 

金善印染屋顶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因项目公司加强成本管控，大力节约投资成本，光伏电站的建设成本亦呈下降趋势，因此形

成项目结余资金。 

雅戈尔 6.375MW 屋顶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新意特种纸业屋顶光伏并网 

蒂麦特屋顶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正泰电器屋顶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慈溪市四海轴承有限公司 0.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宁波模具园屋顶光伏并网 因业主方生产规模缩减，可供建设的厂房屋顶面积减少，因此该项目实际建设规模仅 3.23MW。 

华翔电子屋顶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因业主厂房未能如期建设，导致该项目未能开工。 

国外地面式光伏电站项目  由于国内外汇监管政策等原因，公司已通过自筹资金完成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