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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6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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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 2019年 9月 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9]1887 号文《关于同意天津久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0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2,780.68

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66.68元。共募集资金 1,854,157,424.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144,864,470.72 元，募集资金净额

1,709,292,953.28元。 

截止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9]000423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27,770,427.01元，

其中：于 2019年 10 月 31日起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212,381,621.93 元；2021 年 1-6 月使用募集资金 115,388,805.08 元。截

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381,522,526.27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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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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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2019 年 3 月

16日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浦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开立了 6

个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并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并久日新材料（东营）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1年 4月 30 日，久日新材料（东营）有限公司、内蒙古久日新材料有限

公司分别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根据公司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和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应及时通知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1年 6 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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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浦泰支行 
7707 0078 8013 0000 1191 1,340,714,200.00 50,519,122.62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营业部 
1229 0341 7510 602 54,706,600.00 6,624,726.51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华苑支行 
4411 3010 0100 4600 03 200,000,000.00 190.25 活期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华苑支行 
2004 0521 3200 0438 126,692,211.83 1,447,672.8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7707 0078 8018 0000 1700 0.00 297,154.78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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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有限公司天津浦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浦泰支行 
7707 0078 8015 0000 2096 0.00 32,971,752.95 活期 

合 计  1,722,113,011.83 91,860,619.97  

 
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期末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

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初时存放金额（A） 1,722,113,011.83 

加：应归还募集资金账户的上市中介机构费进项税（B） 8,691,868.24 

减：应转出的以自有资金垫付上市中介机构费（C） 6,563,926.79 

减：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上市中介机构费用（D） 14,948,000.00 

募集资金净额（E）=（A）+（B）-（C）-（D） 1,709,292,953.28 

减：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F） 327,770,427.01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G）=（E）-（F） 1,381,522,526.27  

其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91,860,619.97 

转账手续费 8,781.67 

存款利息收入 -2,931,546.67 

理财收益 -59,559,939.58 

使用闲置资金投资理财 1,350,000,000.00 

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银行账户存放的资金 16,669.43 

应归还募集资金账户的上市中介机构费进项税 8,691,868.24 

应转出的以自有资金垫付上市中介机构费 -6,563,926.79 

三、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暂时还存在以下问题： 

2020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时为操作便利，公司将部分募

集资金转入一般户，通过一般户购买理财产品，该部分理财产品将于 2021年 11

月到期。目前公司已将该一般户视为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核算，且未存放其他

非募集资金。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后，及时将募集资金及利息转回募集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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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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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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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09,292,953.2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5,388,805.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0,0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7,770,427.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21%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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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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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87,000吨

光固化系列材

料建设项目 

-260,000,000.00 1,340,714,200.00 1,080,714,200.00 1,080,714,200.00 287,065.05   688,341.81 -1,080,025,858.19 0.06 
2023 年 12

月 
0.00 否 否 

年产 9,250 吨

系列光引发剂

及中间体项目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115,101,740.03  127,026,081.03 -132,973,918.97 48.86 
2021 年 12

月 
0.00 否 否 

光固化技术研

究中心改建项

目 

 54,706,600.00 54,706,600.00 54,706,600.00  - -54,706,600.00 0.00 
2022 年 6

月 
0.00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56,004.17 56,004.17 100.03 — 0.00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595,420,800.00 1,595,420,800.00 1,595,420,800.00 115,388,805.08 327,770,427.01 -1,267,650,372.99 20.54 — 0.00 — — 

超募资金  113,872,153.28 113,872,153.28 113,872,153.28   -113,872,153.28 0.00 — 0.00 — 否 

超募资金流向

小计 
 113,872,153.28 113,872,153.28 113,872,153.28   -113,872,153.28 0.00 — 0.00 — — 

合计  1,709,292,953.28 1,709,292,953.28 1,709,292,953.28 115,388,805.08 327,770,427.01 -1,381,522,526.27 19.18 — 0.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年产 87,000 吨光固化系列材料建设项目： 

东营久日年产 87,000 吨光固化系列材料建设项目由于土地问题，现只能部分开展工作，未能按计划完成建设。现山东省正在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希望

对海岸线做出新的调整和确认，并制定海岸线附近建设项目的相应政策。东营久日项目在海岸线向陆一侧附近，待相关政策调整后即可开展进一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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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保标准的提高，光引发剂下游光固化产品应用领域日益扩展，目前，公司已在山东滨州、江苏常州、湖南怀化建立了三个布

局合理的现代化生产基地，以保障对下游客户供应的稳定性。为应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在实施东营久日项目建设的同时，启动了内蒙古久日项目

的建设，内蒙古久日作为公司新的生产基地，将用于生产系列光引发剂及副产品，以补充公司现有部分主要产品在单一生产地生产的现状，同时内蒙古久

日将进行公司新产品和部分原材料的生产，并结合着附近就能采购到主要原材料的情形，能有效降低公司主要原材料的成本，更好加强公司在产业布局上

的协同。因此，公司已将东营久日年产 87,000 吨光固化系列材料建设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6,000.00 万元变更至新投资建设的内蒙古久日年产 9,250

吨系列光引发剂及中间体项目建设，内蒙古久日项目正按计划建设推进中。 

光固化技术研究中心改建项目： 

随着公司发展方向和战略的变化，研究中心规模和研发方向也随之进行调整，随着研究中心研发方向增加，原研究中心项目设计及功能已无法满足研

究中心研究和未来发展需要。经多次沟通，原计划用地仅可进行改建，无法重建或扩建，经公司慎重考虑，从立足研究中心长远规划及未来发展出发，决

定不再在原计划用地上进行改建。 

近期，公司拟新建总部办公大楼，目前正在考察阶段，公司拟在新建总部办公大楼时，将研究中心一起进行规划、设计，规划新建一座能够满足公司

未来发展需要的大型研究中心，可同时满足公司新型光引发剂、单体树脂开发、光固化应用技术、工艺研发和优化、光刻胶及其中间体开发、电子化学材

料等多方向项目开发需要。 

公司在此期间，已通过增加现有研发中心实验室面积及建设新实验室采购新设备等方式推进着公司的研发工作开展，同时，公司也充分利用合作高校

的仪器资源、与 UV 固化设备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及加强与南开大学及河北工业大学教授合作，推进着公司研发工作发展和人才培养，此外，公司还通过加强

研发人才招聘等多种方式确保着公司研发工作的推进。具体如下： 

1) 在新的研究中心方案确认之前，公司在现研发中心实验室旁新增租赁了 544 平方米，用于实验室扩设，目前已经完成手续并建成投入使用。 

2) 公司在新增租的实验室里，建成了油墨实验室、光引发剂实验室、涂料实验室和三个仪器设备室，并以自筹资金购置了一系列的仪器设备。 

3) 为了确保公司研发工作进度，公司还加强了和高校的合作，利用南开大学现有的资源，气质联用、液质联用、高分辨质谱和核磁共振等大型高端仪

器，和南开大学以及河北工业大学的师资团队，合作进行研究实验的开发和指导，以推动研发工作和人才培养。 

4）为进一步加强光固化新应用研发，公司和天津中环电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合作，利用他们的新型设备（UV-LED短波-长波复合灯、小字符喷

码机等设备），来进行我们的研究实验的开发。 

5)人才引进方面，截止至 2021年 6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共计 193 人。同时，公司和南开大学教授进行合作，利用南开大学强大的师资团队，对我

们的研发工作进行更好的指导。 

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场地改造及装修、研发与测试等设备的购置、预备费等。公司上市后，随着国际和产业形势发生变化，公司战略随之进行了

调整，确立了以“光固化产业为核心、半导体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方向。研究中心规模和研发方向也随之进行扩张，原研究中心项目设计及功能已无

法满足研究中心研究和未来发展需要。同时，原计划用地仅可进行改建，无法重建或扩建，经公司慎重考虑，立足研究中心长远规划及未来发展出发，不

再对原计划用地进行改建。公司拟新建总部办公大楼，目前正在考察阶段，公司拟在新建总部办公大楼时，将研究中心一起进行规划、设计，新建一座能

够满足公司以“光固化产业为核心、半导体产业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大型研究中心。故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止该项目暂未动用募集资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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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00 亿元（含），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 12 个月。 

2020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原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00 亿元（含）的基础上，增加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含）。 

2020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于同日召开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

用以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4.00 亿元（含）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产品（权益凭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前述额度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可使用额度为 14.00 亿元。 

截止 2021年 6月 30 日，公司尚持有银行理财产品 13.50 亿元，未超过经审批的使用额度。2021 年 1-6 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浦发银行

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渤海银行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招商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招商证券保本型收益凭证、财信证券保本型收益凭证、太平洋证券保本

型收益凭证，共计获得理财收益 9,019,528.11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1,709,292,953.28 元，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入 1,595,420,800.00 元，超募 113,872,153.28 元。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提

交董事会审议后，按照以下先后顺序有计划的进行使用： 

（1）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2）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3）归还银行贷款； 
（4）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实施“光固化技术研究中心改建项目”，可增强公司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增强公司光引发剂产品的市场适应性，改善研发环境，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提升公司核心技术优势和产品竞争力。实施“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可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上述两个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效益将体现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中，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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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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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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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9,250 吨系

列光引发剂及中

间体项目 

年产 87,000 吨

光固化系列材料

建设项目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115,101,740.03  127,026,081.03 48.86 
2021 年 12

月 
0.00 否 否 

合计 —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115,101,740.03  127,026,081.03 — — 0.00 — — 

变更原因、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变更“年产 87,000 吨光固化系列材料建设项目”部分募投资金投入“年产 9,250 吨系列光引发剂及中间体项目”： 

1.变更原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保标准的提高，光引发剂下游光固化产品应用领域日益扩展，目前，公司已在山东、江苏、湖南建立了三个布局合理的

现代化生产基地，以保障对下游客户供应的稳定性。为应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在实施东营久日项目建设的同时，启动了内蒙古久日项目的建

设，内蒙古久日将作为公司新的生产基地，用于生产系列光引发剂及副产品，以补充公司现有部分主要产品在单一生产地生产的现状，同时内蒙古久

日将进行公司新产品和部分原材料的生产，并结合着附近就能采购到主要原材料的情形，能有效降低公司主要原材料的成本，更好加强公司在产业布

局上的协同。 

2.决策程序 

（1）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信息披露情况 

上述变更项目，已于 2020年 11 月 14 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公告名称为《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0）。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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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