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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1-02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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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5月9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2016年7月29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7月12日出具的《关于中

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

694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4月6日核发的《关于核准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5号）的核准，

截至2017年4月1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44,401,540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7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9,965.8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99,574,439.88元，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900,425,525.92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天运〔2017〕验字

第90031号验资报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本年度共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7,552.10万元，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96,050.46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873.06万元，

均为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依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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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了《中国

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经公司201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2年5

月和2013年5月，公司分别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两次修订，修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7月，公司对《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予以改版，变更名称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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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用账户存储与管理。

其中，公司、相关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或“保荐机构”）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长安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下辖的

北京首体支行及北京上地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下辖的

北京幸福街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和平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下辖的北京玲珑路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奎塘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玉溪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已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一致。具体信息披露见公司 2017年 5月 3日、2017年 10月 12 日发布的临

2017-025 号和临 2017-051 号公告文件。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截至报告期末，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津支行（账号：31140101040016997）、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玉溪分行（账号：251702651920105410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和平支行（账号：12050161530000002220）、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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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塘支行（账号：43050180533600000117）、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

武支行（账号：11001019500053025662-000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斯

兰堡分行（账号：60010200000001306300000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

斯兰堡分行（账号：600102000000013075400000）、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账号：447-1-903384-8）、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账号：447-1-903503-4）9个银行专户已办理销户。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存放于银行专用账户的余额为人民币873.06万元，具体存储

情况见下表：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金额（人民币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 11050167360000000714 3,018,383.00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长安街支行 321370100100061165 820,723.43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 699656370 888,481.77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699701886 700,701.01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幸福街支行 0200004719200683886 1,195,445.04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 329866399291 705,521.83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 110060224018800016574 701,323.54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玲珑路支行 11210401040006898 699,982.05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603062160 0.00 

合计 - 8,730,561.6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本年度共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7,552.10万元，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96,050.46万元，均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项目使用

资金具体明细见“附表：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7年4月18日，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人民币298,680.66万元预先投入

和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2017年7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实施募集资金置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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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298,680.66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书

面意见，会计师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信息

披露见公司2017年7月14日发布的临2017-038号公告文件。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资金已全部投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

币873.06万元，均为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低于募集资

金净额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于2021

年4月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873.45万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已完成

剩余9个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工作。节余募集资金较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

户的存款余额的差额为报告期末至划转日的利息扣除费用后净额。截至本次专项

报告出具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相关事项已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陕西省榆林市榆佳工业园区供水BOT项目（一期）实施方式变更 

根据财政部等六部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

（财预〔2017〕50号）和陕西省财政厅下发的《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违法

违规融资担保整改情况专项督查的通知》（陕财办预〔2017〕87号），陕西省财

政部门在专项督查工作中将《榆佳工业园区供水项目（一期）BOT特许经营协议》

约定的基本水量界定为最低收益保障，要求佳县人民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协商取消水量保底承诺。因此，佳县人民政府明确向中国

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了拟提前终止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的意向，并同意按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履行提前终止程序、接受项目移交并按协议

约定提供相应补偿。 

经2018年12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及2019年1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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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提前终止陕西省榆林市榆佳工业园区供水BOT项目（一期），将该项目提前移

交佳县人民政府，佳县人民政府给予补偿51,192.99万元；此外，公司提前终止

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是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基于未来效益预测对项目进行

的主动管理，有利于避免短期内项目业绩不及预期而产生亏损，该事项对公司经

营将产生积极影响。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信息披露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发布的临2018-068号公告文件。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做到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

理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21184号）认为，中国电建《中国电力建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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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中国电建2020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建投对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经核查，

中信建投认为：“中国电建2020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使用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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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

告出具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211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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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附表：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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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9.00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金额 119.6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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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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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

投资进度

（4）=（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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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1 
老挝南欧江二期（一、三、

四、七级）水电站项目 
否 12.300 12.300  12.314 0.014（注 1） 100.00% 2020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2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应

急电站项目 
否 10.000 10.000  10.006 0.006（注 1） 100.00% 2018 年 6 月 

已进入运营期，

202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432,736.64 万元 

是 否 

3 
天津南港海上风电场一期

工程项目 
否 1.700 1.700  1.702 0.002（注 1） 100.00% 2018 年 7 月 

已进入运营期，

202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2,328.33

万元 

是 否 

4 
陕西省榆林市榆佳工业园

区供水 BOT 项目（一期） 
否 1.500 1.500  1.500 - 100.00% 2018 年 8 月 不适用（注 2） 

不适

用 
否 

5 

重庆江津至贵州习水高速

公路（重庆境）工程 BOT

项目 

否 10.000 10.000  10.005 0.005（注 1） 100.00% 2018 年 6 月 

已进入运营期，

202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7,300.78

万元 

是 否 

6 
云南晋宁至红塔区高速公

路 BOT 项目 
否 13.000 13.000  13.001 0.001（注 1） 100.00% 2017 年 11 月 

已进入运营期，

202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6,743.19

万元 

是 否 

7 
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

段工程 BT 项目 
否 35.500 35.500 3.755 36.073 0.573（注 1） 100.00% 2018 年 11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8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5.004 35.004                                           35.004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19.004 119.004 3.755 119.605 0.6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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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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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119.00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金额 119.6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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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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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

投资进度

（4）=（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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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实施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29.868 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意见，会计师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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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详见本报告“（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陕西省榆林市榆佳工业园区供水 BOT 项目（一期）实施方式变更，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注 1：系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利息净额部分； 

注 2：陕西省榆林市榆佳工业园区供水 BOT项目（一期）实施方式变更，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