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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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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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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54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72,249,863.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8.25元。截至2016年3月29日，本

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318,559,999.75元，扣除发行费用24,172,249.86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1,294,387,749.89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16]

第610263号验资报告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296,142,728.08元（含

利息收入投入1,754,978.19元），累计收到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5,244,818.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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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0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本期无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收到的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2,686.92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296,142,728.08元（含利息

收入投入1,754,978.19元），累计收到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5,247,505.91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包括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

手续费）。 

（二）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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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49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37,123,594.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4.45元。截至2019年8月20日，本

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65,199,993.30元，扣除发行费用13,637,123.59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151,562,86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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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验字（2019）

第330ZC0093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37,562,869.71元，累计

收到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75,311.13元。 

（2）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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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本期无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收到的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110,007.59

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37,562,869.71元，累计

收到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185,318.72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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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露

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2016年4月，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四个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35587051452

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1953120104

000827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121102

532920160267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8

110801012700393277。 

2016年4月公司已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暨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四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三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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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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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露通机电节能电机

建设项目》、《露通机电油田用智能直驱电机项目》、《露通机电智能型蓝宝石晶

体生长炉研发项目》和《收购露笑光电蓝宝石切磨抛设备及存货》通过向全资子公

司浙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由浙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董事

会批准开设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三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376670879449，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湖墅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8110801013500484076，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1211025329201605405。 

2016年5月29日公司已和浙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以及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三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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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

和使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设4个募集资金专户；全资子公司浙江露通机电有限

公司设3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保证金账户，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

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诸暨湄池支行 19531201040008270 活期 -- 

中国工商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1211025329201602672 活期 -- 

中信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8110801012700393277 活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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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355870514522 活期 -- 

中信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8110801013500484076 活期 -- 

中国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376670879449 活期 -- 

中国工商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1211025329201605405 已销户 -- 

 募集资金专户小计  -- 

中国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396171680841 
承兑保证金

（注 1） 
-- 

合计   --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5,286,563.85元，已扣除手续费

39,057.94元。 

注1：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操作流程如下：根

据募投项目相关设备采购进度，公司将应付款项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并以六个月的定期存款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以该存款为保

证金开具等额银行承兑汇票，并支付给设备供应商；定期存款到期后用于兑付到期

的银行承兑汇票资金。 

（二）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配套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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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监管协议的议案》，并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1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和

宁津旭良光伏科技有

露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诸暨

店口支行 
40524542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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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3.5兆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2 

宁津旭良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3.5兆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宁津旭良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诸暨

店口支行 
405249278777 

关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各方于2019年8月签订了两份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如下： 

2019年8月公司已和保荐机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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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公司已和宁津旭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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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

和使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设1个募集资金专户；全资孙公司宁津旭良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设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405245424633 活期 35,865.74 

中国银行诸暨店口支行 405249278777 活期 14,149,452.98 

合计   14,185,318.72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186,692.72元，已扣除手续费

1,374.00元。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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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件3：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6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

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68,500,000.00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6]第610355号《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认为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经2019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持有的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99%股权转让给浙江

露笑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露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正昀

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1%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汤文虎。转让价款合计2,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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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2019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2019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决议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持有的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99%股权转让给浙江露笑新材料

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露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1%江苏鼎阳绿能电力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汤文虎。转让价款合计17,200万元。 

六、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无 

2、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存放专户余额为0元，占所募集资金总额的0.00%。 

（二）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无 

2、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存放专户余额为14,185,318.72元，占所募集资金总额

的9.36%。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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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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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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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9,438.7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9,614.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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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通机电

节能电机

建设项目

（注 1、3） 

是 47,965.00 47,965.00   47,965.00 100.00 2017年 9月 29日 不适用 否 是 

露通机电

油田用智

能直驱电

机项目（注

2） 

是 36,041.00 36,041.00   36,216.50 100.49 
变更后已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露通机电

智能型蓝

宝石晶体

生长炉研

发项目（注

3） 

是 6,000.00 6,000.00   6,000.00 100.00 
变更后已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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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露笑

光电蓝宝

石切磨抛

设备及存

货（注 4） 

否 6,850.00 6,850.00   6,850.00 100.00 2015年 10月 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注 5） 
否 35,000.00 32,582.77   32,582.77 100.00 2016年 4月 2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31,856.00 129,438.77 
 

129,614.2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注 1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 1、注 2、注 3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期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期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未发生变更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结余资金为利息收入，由于结余资金较小，本期已转入一般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六、（二）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中披露项目建成并全面达产后，形成年产 1,100 万台高效节能电机的生产能力，将新增年

均营业收入 147,6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14,760 万元。由于公司面对的电机下游市场直接需求尚未释放，以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出现预期效益出现下降的情况。为了

避免项目投资过于冒进，给广大中小股东及上市公司造成损害，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设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并结项的议案》，同意对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度进行调整，并对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设项目实

施结项。结项时仅实现年产 200 万台高效节能电机的生产能力，故不适用于预案中披露的经济效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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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原油等原料价格持续处于低位，石化行业正在经历去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品结构的变革阵痛，公司认为继续实施原募投

项目“露通机电油田用智能直驱电机项目”无法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故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了“露通机电油田用智能直驱电机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其中的 19,25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经过公司的持续观察，石化采掘业的市场环境未见好转，公司考虑石化采掘业是周期性行业，短期内

回暖可能性不大，即便行业环境开始回暖，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投入往往迟滞于经济周期变化。为保障广大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2017 年 4 月 28 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17 年 5 月 15 日公司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终止实施“露通机电油田用智能直驱电机项目”，并将其剩余的募集资

金余额含利息进行变更，用于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注 3：鉴于蓝宝石行业市场前景不明朗，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对战略规划有所调整，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围绕盈利能力强、产业前景广阔的新能

源业务板块进行发展（含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电池及光伏产业）。2018 年 3 月 1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8 年 3 月 26 日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变更“露通机电智能型蓝宝石晶体生长炉研发项目”的 6,000.00 万元及其利息的资金用途，并汇同“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设项目”的结余资金 40,660.29 万元及其

利息，共计 46,660.29 万元及其利息，使用其中的 14,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部分款项；使用其中 11,000 万元募集资

金用于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部分款项；剩余 21,660.29 万元及其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4：通过“收购露笑光电蓝宝石切磨抛设备及存货”，上市公司解决了与大股东的同业竞争，并整合上市公司旗下的蓝宝石产业研发、生产设备，以便发挥规模效

应和协同效应，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注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不适用于经济效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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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5,156.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756.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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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津旭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5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否 

          
1,400.00  

          
1,400.00  

 --   --   --  
项目尚未开

始建设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13,756.29  
        

13,756.29  
 --  

      
13,756.29  

         
100.00  

2019 年 9 月

9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156.29  
        

15,156.29  
— 

      
13,756.2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报告期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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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报告期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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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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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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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露通机电油田用智能直驱电机项目 

19,250.00 -- 19,250.00 100.00 
2017 年 2

月 8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

限公司 
16,966.50 -- 16,966.50 100.00 

2017 年 5

月 15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设项目 

4,737.05 -- 4,737.0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由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

设项目变更为收购上海正

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再次变更为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9,262.95 -- 9,262.95 100.00 
2017 年 2

月 8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由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

设项目变更为收购江苏鼎

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2019

年再次变更为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11,000.00 -- 11,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由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

设项目变更为此项目） 

15,660.29 -- 15,660.29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由露通机电节能电机建

设项目变更为此项目） 

2,305.34 -- 2,305.34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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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露通机电智能型蓝宝石晶体生长炉

研发项目 
6,000.00 -- 6,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5,182.13 -- 85,182.13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本期未发生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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