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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1年半年度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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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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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2013 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本公

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6 月 9 日,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1197 号）核准，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普通股股票（“A”股）3,334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 7.73 元，募集资金总额 257,718,2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其他发

行费用合计 40,222,300.00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17,495,900.00 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15GZA20100 的《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四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96 号）核准，公司向

6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53,336,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6.25 元，募集资金总额 333,35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569,546.73

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27,780,453.27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20GZA30212 的《验资报告》。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额（万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额（万元） 
合计（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已扣除承

销费及保荐费） 
22,671.82 32,973.35 55,645.17 

减：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

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922.23 195.3 1,117.5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1,749.59 32,778.05 54,527.64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6,434.58 5,677.27 22,111.8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 
1,548.41 707.16 2,255.5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863.42 27,807.94 34,671.36 

 

截至2021年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1,000.00万元、

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1,974.36 万元、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

目 9,717.57 万元、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 9,057.66 万元已分别从专

项银行账户中扣除 652.93 万元、0.00 万元、6,295.05 万元、9,486.60 万元。包括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548.41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余额为

6,863.4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32,973.35 万元

（部分律师费、审计费、发行费尚未扣除），年产 800 万 m2 特种高性能陶瓷板材

项目（第一期）项目 32,778.05 万元，已从专项银行账户中扣除 2,177.27 万元，

本项目终止后，2021 年 6 月 28 日，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分行账户划转至中国农业银行东城支行(基本户）流动资金 3,500 万元。

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707.16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存款总余额

为 27,807.94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

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严格履行使用

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6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分别签

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于保荐机构变更，2020 年 1 月，公司

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分别重新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主管部门下发

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均得到严格履行。 

2、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 年 6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唯新材料”）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主管部门下发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均得到严

格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如下(金额单位：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支净额

（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累计）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潮州分行 

7315656670

69  
10,000,000.00 121,891.78 6,529,320.00 3,592,571.78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市

分行 

4400180869

9053024986  
19,743,600.00 1,743,940.57 0.00 21,487,540.57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分

行 

2004024029

200033775  
97,175,700.00 9,328,636.78 62,950,471.75 43,553,865.03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汕头分

行 

694508233  90,576,600.00 4,289,612.53 94,865,996.10 216.43 

合计 — 217,495,900.00 15,484,081.66 164,345,787.85 68,634,193.81 

说明：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账户余额 43,553,865.03 元，其中：银行存款

9,553,865.03 元，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 年第 3 期（SXEDXBBX）

2,400 万元，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 年第 3 期（SXEDXBBX）1,000

万元。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账户余额 3,592,571.78 元，其中：银行存款       

2,571.78 元，中行“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P/CSDV）”359 万元。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账户余额 21,487,540.57 元，其中，银行存

款 7,540.57 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聚赢股票-挂钩沪深 300 指数结构性存

款（标准款）（SDGA200172N）”2,148 万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如下(金额单位：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支净额

（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累计）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分

行 

20040240292

00221366  
327,780,453.27 51,127.25 327,780,453.27 51,127.25 

合计 - 327,780,453.27 51,127.25 327,780,453.27 51,127.25 

说明：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募集资金 327,780,453.27 元系公司定增募集



资金帐户 329,733,490.56 元，扣除发行费用共计 1,953,037.29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27,780,453.27 元。 

（2）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27,780,453.27 元为划付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施募投项目建设。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专项账户余额如下(金额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支净额

（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累计） 
募集资金余额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 

81109010135

01167602  
327,780,453.27 7,020,454.22 56,772,734.69 278,028,172.80 

合计 - 327,780,453.27 7,020,454.22 56,772,734.69 278,028,172.80 

说明：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募集资金 327,780,453.27 元系公司划入募投项目

建设资金。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户系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开立

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3）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户余额 278,028,172.80 元，其中：银行存款

248,028,172.80 元，中信银行理财产品“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3909 期

（C21VF0110）”3,000 万元。  

（4）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2021 年 6 月 17 日，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5）使用募集资金 56,772,734.69 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21,772,734.69 元，本项目

终止后，2021 年 6 月 28 日，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户

划转至中国农业银行东城支行(基本户）流动资金 3,500 万元。 

（6）2021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及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

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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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1。      

（二）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801,886.78 元。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2.5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1,000 万元（其中公司最

高额度不超过 6,000 万元，子公司最高额度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四）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无此情况。 

（五）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无此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2016 年 6 月 20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集中优势，提高公司营运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公司取消“广东四通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中的“深圳旗舰店”和“广州形象店”的建设和投资，合计取消

2,510.37万元的资金投入,该项目原预计总投资额为4,000万元,实际已收到的募集

资金为 1,000 万元，现预计总投资额减少为 1,489.63 万元。同时变更“新建开发

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原拟在潮州市枫溪区滨福路槐山岗路段，现公

司所在地的 C 幢大楼进行建设，该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

（2012）第 02600 号”,现变更为在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6 进行建

设，该地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57 号”。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就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

和实施地点事项都各自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

容和实施地点有利于执行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2018 年 3 月 5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 

鉴于政府市政道路改道缓慢，公司“新建年产日用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规

划未能落实，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尽快扩大日用陶瓷生产规模，公司在不影响

现有“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生产所需的基础上，分拆出“新建年产

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部分厂房作为“新建年产日用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

中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的实施用地，变更前后项目建设用地均为潮州市湘桥区

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3 地块，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证



（潮府国用（2012）第 02659 号）。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就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事项都各自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和实

施地点有利于执行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

升盈利水平，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终止“年产 800 万㎡特种高性能

陶瓷板材项目（第一期）”实施，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总计 31,151.76 万元（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就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事项都各自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决策，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本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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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和使用募集资金，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

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2 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1,749.59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3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34.5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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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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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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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 
是 1,000.00 1,000.00              652.93  65.29 2016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新建开发设计中

心建设项目 
是 1,974.36 1,974.36                   -    0 2017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新建年产日用陶

瓷 2000 万件建设项

目 

否 9,717.57 9,717.57 103.33 6,295.05 64.78 2019 年 7 月  46.25  否 否 

4、新建年产卫生陶

瓷 80 万件的建设项

目 

否 9,057.66 9,057.66 - 9,486.60 104.74 2019 年 6 月  370.81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1,749.59 21,749.59 103.33 16,434.58 75.56   417.06    

超募资金投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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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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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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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还银行贷款 无          

补充流动资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无          

合计  21,749.59 21,749.59 103.33 16,434.58 75.56   417.0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1、 广东四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预计总投资额为 4,000 万元，鉴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公司取消该项目中的“深圳

旗舰店”和“广州形象店”的建设和投资，合计取消 2,510.37 万元的资金投入,现预计总投资额减少为 1,489.63 万元。该项

目实际已收到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目前，项目尚有部分募集资金未使用的主要

原因系该项目信息系统建设投资分期进行所致，公司计划将该部分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该项目的后续建设。该项目在实

施中，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656.6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652.93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 3.76 万元）； 



2、 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原拟在潮州市枫溪区滨福路槐山岗路段，即现公司所在地的 C 幢大楼进行建设，

该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00 号”；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地址进行变更，在潮州市湘桥

区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6 进行建设，该地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57 号”。该项目投向主

要是研发中心建筑物装修和购置研发设备、软件建设，由于实施地址变更，导致土地未能达到建设标准，建筑物尚未

建成，影响了研发中心建筑物装修和购置研发设备、软件等实施。加上研发设备的更新换代快，目前正在结合公司生

产经营状况对研发设备、软件配置进行论证，该项目尚未实施； 

3、 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由于政府市政道路改道缓慢，公司“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

项目”规划未能落实，影响项目建设实施进度。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尽快扩大日用陶瓷生产规模，公司在不影响现有

“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万件建设项目”生产所需的基础上，分拆出“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万件建设项目”部分厂房作为“新

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中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的实施用地，“年产 1000 万件日用陶瓷生产线的建设项目”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6,295.05 万元，日用瓷产能项目的厂房、隧道窑等设备分别于 2018 年 4 月、2018 年 7 月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制作瓷泥、成型等设备于 2019 年 9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剩余年产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部分

项目尚未开工建设； 

4、 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的建设项目，2016 年 6 月 8 日，经潮州市城乡规划局经审核，颁发《广东四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及配套（一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5101201600023 号）。项目建设规划：占地面积 12682.16

平方米。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9,486.60 万元，其中厂房、隧道窑等设备分别于 2018 年 4 月、2018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洁具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喷釉）等生产设备于 2019 年 9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综上：由于政府市政道路改道缓慢，加上受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市场疲软，“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

的建设项目”，“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未达到预期建设进度及预期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1、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地址进行变更。原地址在潮州市枫溪区滨福路槐山岗路段，

现在公司所在地的 C 幢大楼进行建设，该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00 号”,现变更为在

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6 进行建设，该地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57 号”。该



次变更已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经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鉴于政府市政道路改道缓慢，公司在不影响现有“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生产所需的基础上，分拆出“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部分厂房作为“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中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的实施用地，变更前后项目建设用地均为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3

地块。该次变更于已于 2018 年 3 月 5 日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变更情况 

广东四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预计总投资额为 4,000 万元，鉴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公司取消该项目中的“深圳旗舰店”

和“广州形象店”的建设和投资，合计取消 2,510.37 万元的资金投入,现预计总投资额减少为 1,489.63 万元。该项目实际

已收到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该次变更于 2016 年 6 月 2 日进行公告，并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经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报告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未发生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2015 年 6 月公司收到项目募集资金，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6,863.42 万元。 

广东四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652.93 万元，结余金额 359.26 万元。项目尚有部分募集资金未使

用的主要原因系该项目信息系统建设投资分期进行所致，公司计划将该部分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该项目的后续建设； 

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0.00 万元，结余金额 2,148.75 万元。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建设

的主要原因系该项目投向为研发中心建筑物装修和购置研发设备、软件，由于实施地址变更，导致土地未能达到建设

标准，建筑物尚未建成，影响了研发中心建筑物装修和购置研发设备、软件等实施。 

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6,295.05 万元，结余金额 4,355.39 万元。项目尚有部分

募集资金未使用的主要原因系由于政府市政道路变更方案迟迟未能确定，导致该项目整体规划无法推进，影响项目建

设实施进度，使投入金额与承诺投资出现差异。 

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9,486.60 万元，结余金额 0.02 万元。2019 年 9 月，该项目通过项



目验收，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开立的专项账户中，将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2,778.0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9.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307.9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77.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307.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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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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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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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800 万 m2 特种

高性能陶瓷板材项

目（第一期） 

 32,778.05  169.62 5,677.27 17.32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2,778.05  169.62 5,677.27 17.32     

超募资金投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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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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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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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2,778.05  169.62 2,372.58 7.2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目前，岩板市场售价与可行性报告中的价格相比大幅度下降，导致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

项目终止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未发生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剩

余募集资金总计 31,151.76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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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说明：使用募集资金 56,772,734.69 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21,772,734.69 元，本项目终止后，2021 年 6 月 28 日，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

户划转至中国农业银行东城支行(基本户）流动资金 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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