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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06837 号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

锻科技”）《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要

求编制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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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精锻科技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

上对精锻科技董事会编制的 2020 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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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2020 专项报告是否不

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工作中，我们结合精锻科技实际情况，实施

了包括了解、询问、抽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

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精锻科技董事会编制的 2020 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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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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有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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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8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20

年11月6日向特定22名认购对象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76,770,753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13.13元。截至2020年11月7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00,8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1,679,26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9,120.7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1月7日出

具致同验字（2020）第110ZC00415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公司募集资金于2020年到位，无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0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年产2万套模具及150万套差速器总成项目”

3,125.14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年产2

万套模具及150万套差速器总成项目”3,125.14万元。 

（2）以募集资金直接偿还银行贷款22,222.96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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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偿还银行贷款22,222.96万元。 

综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25,348.10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

为73,772.64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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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以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

用。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0年11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本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姜堰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姜堰支行共3

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分别与上述3家银行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太平洋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浦欣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本公司、天津太平洋传动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

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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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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泰州姜堰支行 
10208001040223966 专用账户 85,861,192.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姜堰支行 
1115720129300666558 专用账户 3,005,788.3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州姜堰支行 
8110501012901641078 专用账户 184,128.8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7080078801688888888 专用账户 23,824,739.56 

合  计   112,875,848.98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112.78万元，已扣除手续费0.06

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不存在差异。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变更情况。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6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万

套模具及150万套差速器总成项目”款项计人民币3,048.85万元。于2020年11月27日，

公司第三届第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3,048.85万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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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专项审核并由其出具了致同专字（2020）第110ZC09995号《关于江苏太平洋精

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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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董事及保荐机构已明确发表同意及无异议意见。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6）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金额6.25亿元，具体情况如

下： 

1）“银河金山”收益凭证7279期 

于2020年12月7日，本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定收益凭证认购协议，

购买“银河金山”收益凭证7279期，该产品类型为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类收益凭证，

期限35天，约定年化收益率3.45%，起息日2020年12月9日，到期日2021年1月12日，

认购金额为30,000.00万元。该款项已于2020年12月7日从本公司专户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泰州姜堰支行10208001040223966转至本公司在中国银河证券泰州青年南

路营业部212700010282账户。 

2）中国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于2020年12月2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姜堰支行签署结构性存款业务总协议。 

于2020年12月7日，本公司购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0年第207期F款，产品代码20ZH207F，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

益型，期限350天，起始日为2020年12月7日，到期日为2021年11月22日，认购金额为

20,000.00万元。 

于2020年12月28日，本公司购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0年第223期T款，产品代码20ZH223T，产品性质保本浮动

收益型，期限181天，起始日为2020年12月30日，到期日为2021年6月29日，认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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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00.00万元。 

3）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 

于2020年12月16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太平洋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欣支行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9807期（天津专属）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1201209807，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期限为3个月整，起始日为2020年12月16日，到期日为2021年3月16日，认购金额为

9,500.00万元。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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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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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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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附表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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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关键零部件生产项目  否                38,540.00                       38,540.00 0.00 项目建设期24个月 —— 不适用 否

2、年产2万套模具及150万套差速器总成项目  否                38,260.00                       38,260.00 3,125.14                      3,125.14                                    8.17 项目建设期24个月 —— 不适用 否

3、偿还银行贷款  否                24,000.00                       24,000.00 22,222.96                    22,222.96                                  92.6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00,800.00             100,800.00                    25,348.10                    25,348.10                                  

合计 —              100,800.00                     100,800.00                     25,348.10                                   25,348.10 — — —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5,348.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99,120.7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348.10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期初银行理财产品0万元，精锻科技工商银行6558账户购买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3亿元，精锻科技3966账户转3亿购买银河证券

发行的理财产品“银河金山”收益凭证7279期；天津传动8888账户在浦发银行购买结构性存款公司稳利20JG9807期（天津专属）份额9500万。截至到2020年12月31日理财

产品余额为6.25亿元。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本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太平洋精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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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专字（2020）第

110ZC09995号），截至2020年11月27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实际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金额为“年产2万套模具及150万套差速器总成项目”的自有资金3,048.85万

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