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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2018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在上述公告中将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补充工程承包业务营运资金项目”中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12，750万元（该金额为非公开发行预案中的计划

投资额），披露为11，009.5万元（该金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现对2018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进行更正。 

公司于2018年4月3日、2019年3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

在统计集团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时，未将中建一局（合并客户）的关联子公司中

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销售额合并统

计，仅披露了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导致销售数据统计不完

整，现对2017年年报、2018年年报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进行更正。本次更正不涉及

会计差错更正。具体如下: 

1、《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更正前：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009.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94.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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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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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 
否 40,000.00 40,000.00 15,694.27 42,373.33 105.93 2018年 11 月20 日 1,665.35 — 否 

补充工程承包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否 11,009.50 11,009.50  11,035.53 100.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1,009.50 51,009.50 15,694.27 53,408.86 104.70 
 

1,665.3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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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到 2015 年6 月9 日，本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4,893.11 万元建设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项目，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51,009.50 万元，所以本次以自筹资金置

换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4,893.11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厦门日上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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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会师报字[2015]第 211202 号）。2015年 6 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额的议案》，决定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8,931,078.60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 7 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

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5 年7 月14 日至 2016 年7 月13 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年 7

月 11 日，公司将2015 年7 月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集户。 

2016年 7 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使用新长城（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

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2016 年7 月 13 日至2017 年7 月 12 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7

年 7 月 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 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7年 7 月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8 年 7月归还募集账户，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 6 月6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6 月 8 日，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内，最长不超过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年 11 月22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及利息收入共计9,144.28万元，原因：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

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净收入，形成了资金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8年 12 月13 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表中募集资金总额51,009.50 万元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更正后：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75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94.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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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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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 
否 40,000.00 40,000.00 15,694.27 42,373.33 105.93 2018年 11 月20 日 1,665.35 — 否 

补充工程承包业务营运资金项目 否 12,750.00 11,009.50  11,035.53 100.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2,750.00 51,009.50 15,694.27 53,408.86 104.70 
 

1,665.3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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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到 2015 年6 月9 日，本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4,893.11 万元建设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项目，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51,009.50 万元，所以本次以自筹资金置

换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4,893.11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厦门日上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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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会师报字[2015]第 211202 号）。2015年 6 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额的议案》，决定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8,931,078.60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 7 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

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5 年7 月14 日至 2016 年7 月13 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年 7

月 11 日，公司将2015 年7 月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集户。 

2016年 7 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使用新长城（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

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2016 年7 月 13 日至2017 年7 月 12 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7

年 7 月 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 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7年 7 月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8 年 7月归还募集账户，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 6 月6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6 月 8 日，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内，最长不超过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年 11 月22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及利息收入共计9,144.28万元，原因：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

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净收入，形成了资金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8年 12 月13 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2、2017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8）

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05,583,133.08 5.30% 

2 第二名 95,449,458.19 4.79% 

3 第三名 92,247,536.99 4.63% 

4 第四名 67,604,991.82 3.40% 

5 第五名 55,139,897.61 2.77% 

合计 -- 416,025,017.69 20.89% 

更正后： 

公司前 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48,188,117.66 7.44% 

2 第二名 105,583,133.08 5.30% 

3 第三名 92,247,536.99 4.63% 

4 第四名 67,604,991.82 3.40% 

5 第五名 55,139,897.61 2.77% 

合计 -- 468,763,677.16 23.54% 

3、2018 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8）

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273,654,335.35 9.43% 

2 第二名 203,039,164.54 7.00% 

3 第三名 126,413,932.98 4.35% 

4 第四名 114,047,100.67 3.93% 

5 第五名 105,673,717.28 3.64% 

合计 -- 822,828,250.82 28.35% 



 

 

更正后：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332,246,948.13 11.45% 

2 第二名 203,039,164.54 7.00% 

3 第三名 126,413,932.98 4.35% 

4 第四名 114,047,100.67 3.93% 

5 第五名 105,673,717.28 3.64% 

合计 -- 881,420,863.60 30.37% 

除上述更正外，公告的其他内容无变更，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

告全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造成影响。由此给

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过

程中的审核工作。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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