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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0432 号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争民爆”）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的责任  

高争民爆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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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

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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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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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鉴证报告第 2 页 

 

 

（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如实反映高争民爆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获取

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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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

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高争民爆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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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

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号——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高争民爆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高争民爆为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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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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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

理指南第 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16 号文《关于核准西藏高争民爆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600万股，发行方式为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23元。截至 2016年 12月 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378,58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1,214,800.00 元后，已缴入募集的股款

为人民币 357,365,200.00 元。同时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预付保荐费、发行

手续费、审计评估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7,837,000.00 元，实际募集股款为人民

币 349,528,2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16)第 211840 号的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位时，初始存放金额 357,365,200.00元，其中包含用于上市发行费用

7,837,000.00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378,580,000.00 

减：发行费用 29,051,800.00 

其中：1、承销费用 21,214,800.00 

      2、保荐费、发行手续费、审计评估费、律师费等

费用 
7,837,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349,528,200.00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31,358,626.83 

其中：1、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36,280,200.00 

      2、直接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95,078,426.83 

         其中：报告期直接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0,835,7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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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8,169,573.17 

加：理财收益净额 10,122,941.62 

加：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净额 1,704,055.34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29,996,570.13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证上

[2020]125 号）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拉萨市国际城

支行 

954000010000088000 0.00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拉萨北京中路支行 
54050101363600001163 4,963,590.73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38812194550 0.00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0158000429100011139 9,710,023.33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拉萨分行 
8116201013500004615 15,322,956.07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辽阳县支行 
0711020729100079616 0.00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总计  29,996,570.13  

注：1、公司、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县

支行、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0711020729100079616，用于公司增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138812194550，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已于 2020 年 6 月 8 日销

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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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国际城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954000010000088000，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已于 2020 年 8月 5

日销户处理。 

4、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县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0711020729100079616，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已于 2020 年 11月 17日

销户处理。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会同保荐机构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财

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证券”或“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国际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北京中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等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阳县支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三方监管协议》规定：（1）公司已在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以下简称“专户”），相关专户仅用于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2）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

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保荐机构承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3）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

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4）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

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5）公司一次或十

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专户存储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6）专户存储银行连

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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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月 3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以及调整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拟变更“危

险货物运输项目”的实施地点及调整其募集资金使用安排。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高争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投资金额 3,032.00 万元，项目

建设期为三年。具体变更及调整情况如下：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危险货物运输项

目”的停车场、办公场所、维修车间的实施地点由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变更至昌

都市卡若区沙格村。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3,628.02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350 号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度，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月 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鉴于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已完成，为

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效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资金专户中的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468.41 万元（包括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存放此次募投项目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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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的所有监管账户，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或经营层授权其指定的代理人办理本

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等后续事宜。同时《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将原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专户（账户：138812194550）剩余闲置募集资金（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闲置募集资金 3,29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障公司实际生产经营中对资

金的需要，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后，原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专户（账户：138812194550）已

于 2020年 6月 8日销户处理。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度，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尚有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9,996,570.13 元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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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

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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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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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

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

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1年 4月 18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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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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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952.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83.5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68.1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135.8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073.8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8.85%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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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

限公司增资项目 
是 10,505.734     已终止 已终止 已终止 是 

2.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

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6,722.30 154.21  154.21 100.00 已终止 已终止 已终止 是 

3.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

目 
否 4,502.90 4,502.90 160.21 3,641.81 80.8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 
否 3,026.00 3,026.00 39.93 2,539.55 83.92 

2017 年 9 月 30

日 
592.52 是 否 

5.危险货物运输项目 是 3,032.00 3,032.00 104.22 1,596.53 52.66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7,163.886 7,163.886  7,176.06 100.1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 
是  14,705.65 5,466.18 14,714.66 100.06 不适用 5,047.93 是 否 

8.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2,368.17 3,313.04 3,313.04 139.9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4,952.82 34,952.82 9,083.58 33,135.86  

    

超募资金投向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公司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由于目前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正处于竣工结算阶段，部分款项需结算后支付。 

2、危险货物运输项目：由于土地出让手续正在申请办理，导致该项目办公场所、停车场、维修车间等基础设施未能正常建设，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危险货物运输在项目由原计划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1、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2019 年 4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公司将

该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由 10,505.734 万元变更为 5,000 万元（其中 3,700 万元作为设备购置费，1,300 万元作为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11 月 6 日召开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针对民爆行业内各企业竞争加剧的现状，公司拟通过对外并购方式取得一家爆破作业资质等级高、施工能力

强的爆破服务公司，加快企业产业升级，决定终止实施“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252.11 万元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退回。 

2、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因数码芯片电子雷管技术不成熟、

不稳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藏建设雷管生产线存在原料的运输风险、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决定终止实施“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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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以及调整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拟变更“危险货物运输项 

目”的实施地点及调整其募集资金使用安排。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高争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投资金额 3,032.0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三年。具体变更及调整情

况如下：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危险货物运输项目”的停车场、办公场所、维修车间的实施地点由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变更至昌都市卡若区沙格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无。 



 

 

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尚有未使用的募集资 29,996,570.13 元（含理财收益与利息收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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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收购成远矿业

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51%股权

项目  

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年产 3,000 万发工业

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14,705.65 5,466.18 14,714.66 100.06% 不适用 5,047.93 是 否 

闲置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年产 3,000 万发工业

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2,368.17 3,313.04 3,313.04 139.9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7,073.82 8,779.22 18,027.70   5,047.93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2019 年 4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公司将该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由 10,505.734 万元变更为 5,000 万元（其中 3,700 万元作为设备购置费，

1,300 万元作为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

项目的议案》。针对民爆行业内各企业竞争加剧的现状，公司拟通过对外并购方式取得一家爆破作业资质等级高、施工能力强的爆破服务



 

 

公司，加快企业产业升级，决定终止实施“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252.11 万元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退回。 

2、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

议案》。因数码芯片电子雷管技术不成熟、不稳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藏建设雷管生产线存在原料的运输风险、运输成本较高等因

素，决定终止实施“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3、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针对民爆行业内各企业竞争加剧的现状，公司拟通过对外并购方式取得一家爆破作业

资质等级高、施工能力强的爆破服务公司，加快企业产业升级，决定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议案》。将终止后的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约 15,821.71 万元（不含理财收益），用于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该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 14,705.65 万元。 

4、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实际金额为准），可增加公司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运营能力。基于

公司发展战略，补充流动资金能够充分利用行业低谷期的扩展机遇，有力地保障公司稳步开拓下游市场、合理分配资源，为公司实现当前

发展和未来布局提供助力。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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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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