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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0        证券简称：爱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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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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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证公字[2013]13 号）的规定，现将爱普香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爱普股份”）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5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年 02月 27日以证监许可[2015] 304号

文《关于核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已于 2015年 3月 2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4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0.4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18,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61,8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7,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上会师报字(2015)第 0740号《验资报告》验证。 

2、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818,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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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发行费用 61,80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757,000,000.00 

减：截止 2021年 1月 1日已使用金额 376,817,665.71 

减：2021年度已使用金额 40,245,361.99 

减：累计手续费支出 1,247.95 

加：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102,627,203.43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9,369,962.22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133,192,965.56 

 

募集资金余额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号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卢湾支行 
216120100100164866 

活期存款 103,691.78 

七天通知存款 4,608,133.00 

智能通知存款 8,481,140.78 

结构性存款 120,000,000.00 

合    计 133,192,965.5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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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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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爱普香

料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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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

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本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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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江西爱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募集项目实施主体，以下简称“江西生物”)于 2019年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卢湾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公司、江西生物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

关职责。 

3、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报告期内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益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0/9/28 2021/3/29 2.90% 50,000,000.00 723,013.70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5,000,000.00 2020/12/1 2021/3/1 3.03% 25,000,000.00   186,780.83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15,000,000.00 2020/12/29 2021/1/28 3.25% 15,000,000.00    40,068.49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53,000,000.00 2020/12/29 2021/3/29 3.30% 53,000,000.00   431,260.27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1/2/2 2021/5/6 3.10% 20,000,000.00 157,972.60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1/3/2 2021/8/27 - 未到期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1/3/30 2021/6/28 3.39% 20,000,000.00 167,178.08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21/3/30 2021/9/26 - 未到期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21/5/8 2021/8/6 - 未到期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21/5/8 2021/6/7 3.30% 10,000,000.00 27,123.29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1/6/29 2021/12/27 - 未到期  

期末（2021年6月30日）余额 120,000,000.00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 0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① 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27,333,684.31 元； 

② 累计投入“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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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食品配料物流中心”“补充流动资金”四个项目共 214,578,508.44

元； 

③ 将“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食品配料物流中心”二项目的剩

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57 亿元及其孳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9,369,962.22 元； 

④ 将“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研发中心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66

亿元及其孳息共计 199,644,327.08 元变更为投入“新建香原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变更后的新项目累计投入 75,150,834.95 元，其中本报告期投入

40,245,361.99元。 

募集资金累计获得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102,625,955.48 元(扣除手续

费)。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33,192,965.56 元。 

 

四、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7,333,684.31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4,751,299.04 24,751,299.04 

2 
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研发中心

项目 
91,549,372.15 91,549,372.15 

3 食品配料物流中心项目 11,033,013.12 11,033,013.12 

4 补充流动资金 - - 

合    计 127,333,684.31 127,333,684.31 

 

上述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上会师报字(2015)第 2742 号专项鉴证报告鉴证。保荐

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

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已于 2015 年 6月 30日前完成了募集资金置

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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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情况 

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执行，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

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本说明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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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7,0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9,644,327.0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1,912,192.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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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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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是 

（终止） 
160,000,000.00 55,643,783.22 - 0 55,643,783.22 - - -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研发

中心项目 

是 

（变更） 
260,000,000.00 94,000,000.00 - 0 94,000,000.00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食品配料物流中心项目 
是 

（终止） 
180,000,000.00 27,767,170.12 - 0 27,767,170.12 - - -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7,400,000.00 164,501,239.41 - 0 164,501,239.41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757,400,000.00 341,912,192.75 - 0 341,912,192.75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原项目实施地点出现重大政策调整 

（1）实施地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 

公司原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均位于上海市嘉定区。上海市嘉定区于 2016 年初步确定以科技研发、股权投资、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现代

服务业为发展方向；2017年 3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制定<统筹产业项目评审准入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嘉府发〔2017〕5 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紧紧围绕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着力推进四大产业集群（物联网全产业链

集群、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高端医疗产业集群、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推进资源要素向四大产业集群集聚。严格

按照全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规划，结合各镇的产业功能定位，对产业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落地。 

由于公司“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研发中心项目”与上海市嘉定区新产业政策契合度较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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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续与嘉定区政府就上述两个募投项目进行沟通，并慎重推进项目进度。按照 2017年 3月的《通知》规定，上述两个募投项目需进行重新

审核。 

（2）上海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的影响 

针对城市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4〕14 号），明

确“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土地管理思路，做出通过建设用地“负增长”倒逼上海城市转型发展的重大决

策。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 2017年 6月 21 日举行“上海市建设用地减量化暨土地整治、郊野公园建设工作”新闻通气会，深入阐述

“198 区域”（位于规划产业区和规划集中建设区以外，面积约 198 平方公里的现状工业用地）为上海市推进减量化工作的重点区域。到 2020

年，计划实现减量 40 平方公里～50 平方公里。 

由于公司“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食品配料物流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均为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 33号，属于“198 区

域”，按照规定，该区域内的改、扩建项目需要重新审批。 

（3）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取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结果 

2、公司拟将香料生产基地未完成部分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做相应变更，项目内容、实施方式等保持不变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爱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新建香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出让方式获取了位于金溪县城西生态高新区的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并已取得建设施工前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批复。 

3、经扩产改造，香精产能和研发设施已基本满足当前需求 

近年来，随着食品制造业增速放缓，香精行业增速也有所下降（2015 年-2017 年，食品制造业年复合增长率为 3.22%；香料香精行业年复

合增长率为 3%），已难以保持之前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到位以后，公司已累计投入 5,564.38

万元，其中：（1）扩产改造投入为 1,369.38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的 31.48%，经公司合理预估，香精总产能已基本满足当前以及未来几年的

市场需求；（2）香精研发中心建设已投入 1,045.53 万元、占计划投入金额的 16.09%，由于公司一直以来研发基础较高、研发实力较强，结合

市场情况，拟短期内不再增加研发设施；（3）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已完工（计划投入 2,150万元、实际投入 2,058.56 万元，投入比例为 95.57%），

能够符合未来更高的环保要求及更严格的环保标准。 

综上，公司对“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继续投入的必要性已大大降低，再行投资反而会降低公司的经营柔性，不利于维护公

司和股东利益。 

4、食品（冷链）物流行业格局发生变化、自建物流中心已不经济 

食品（冷链）物流行业呈现投资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规模效应极强。近年来，随着国内的电商、物流巨头企业纷纷涉足食品

（冷链）物流行业，投入大量资本，2011-2015 年全国冷库容量复合增速 21%，冷藏及保温车保有量复合增速 32.8%。食品（冷链）物流行业的

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品牌等已逐步建立，行业领先者快速崛起，并取得显著优势。 

同时，我国食品物流的损耗率和成本较高，利润率较低。（损耗率为 25%，而发达国家的损耗率约为 5%；常温利润率是为 10%，冷链利润率

为 8%，而发达国家冷链的利润率可以达到 20%-30%。） 

公司已错过了食品（冷链）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期。相比继续自建物流中心，购买第三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将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公司食品配料业务的重心将逐步转移至研发、生产及应用领域，将更有利于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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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本报告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本报告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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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见本报告一、三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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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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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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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香原料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

香料研发中心项目 
199,644,327.08 未做分期承诺 40,245,361.99 75,150,834.95 — 2021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99,644,327.08 未做分期承诺 40,245,361.99 75,150,834.95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原因： 

请参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之“1、原项目实施地点出现重大政策调整”和

“2、公司拟将香料生产基地未完成部分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做相应变更，项目内容、实施方式等保持不变”。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8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9年 9月 20 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研发中心项目”未完成部分的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做相应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8月 31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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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