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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2）第 110A006817 号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公

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按照中国证监会《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编制

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是天赐材料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

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天赐材料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

天赐材料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天赐材料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情况对照表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天赐材料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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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天赐材料公司本次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可转换债时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鉴证业务的注册

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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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750 号文核准，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4,920,711 股，发行价为每股 41.62 元。 

2017 年 7 月 19 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 19,080,000元后的余额 601,919,991.82元汇入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海珠支行开立的 602191991 号账户内。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599,912,854.1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致同验字（2017）第 110ZC0246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

毕，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二）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930 号文核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非公开发行 24,489,81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68.00 元。 

2021 年 5 月 28 日，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 19,080,000 元后的余额 1,646,227,488.00 元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经济开发区东区支行开立的 3602004929200357446 账户内。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640,835,0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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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110C000293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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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九江天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九江分行 
46010078801400001186 募集资金专户 36,034,908.24 

九江天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东风支行 
632969915 募集资金专户 2,540.76 

九江天赐

新动力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环市东路支行 
120919330510106 募集资金专户 42,867,034.04 

福鼎凯欣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629220211050 募集资金专户 94,493,764.30 

池州天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82150078801700001758 募集资金专户 16,807,566.50 

清远天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区支行 

3602004929200357570 募集资金专户 211,980,348.65 

合计 402,186,162.49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期末存储余额包括扣减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募集资金银行

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642.09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1、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见附件 1。 

2、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与承诺差异的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 

原因 

1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 17,545.00  16,344.25  1,200.75 注 1 

2 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 1,258.70  1,279.13  -20.43 注 2 

3 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 11,641.00  11,402.04  238.96 注 1 

4 补充流动资金 18,580.00  18,580.00  --  

5 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959.30 10,959.30  --  

6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7.29  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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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公司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加强成本控制，降低了项

目建设成本。 

注 2：差异是实际投资金额包含的相关募集资金净利息收入。  

（二）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1、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见附件 2。 

2、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与承诺差异的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差异金额 

差异 

原因 

1 
年产 18.5 万吨日用化工新材料项

目 
31,909.00  10,987.02 20,921.98 注 1 

2 年产 40 万吨硫磺制酸项目 19,385.43  15,216.37 4,169.06 注 2 

3 
年产 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及

5800 吨新型锂电解质项目 
26,801.06  23,299.74 3,501.32 注 2 

4 年产 15 万吨锂电材料项目 14,866.44  14,866.40 0.04  

5 年产 10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项目  15,530.45  6,174.64 9,355.81 注 1 

6 

年产 5 万吨氟化氢、年产 2.5 万

吨电子级氢氟酸（折百）新建项

目 

8,079.17  6,450.85 1,628.32 注 2 

7 补充流动资金 47,511.95 47,511.95   

注 1：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尚未使用。 

注 2：待支付工程设备款。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一）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变更情况 

（1）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为更好适应环保的新要求，并为产线装置

稳定、高效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公司对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建设方案进

行了调整和升级，增加了全自动化、连续化反应和公用管廊等一系列装置，并配

套升级了污水处理系统。公司决定增加该项目投入，建设投资由 13,218 万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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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6,527 万元，新增投资金额 3,309 万元由 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全

额补足，铺底流动资金额由 2,099 万元调整为 1,322 万元，总投资由 16,092 万元增

加至 17,849 万元。项目总投资不足部分由九江天赐以自筹资金投入。 

（2）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随着市场对磷酸铁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

尤其是对杂质的控制要求更加严格，为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对原工艺路

线进行了优化，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为此，公司经过

审慎评估，调整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该项目建设投资金额由 16,527 万元调整为

18,77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额由 1,322 万元调整为 1,206 万元，总投资额由 17,849

万元增加至 19,983 万元，新增总投资金额 2,134 万元由九江天赐自筹资金追加。同

时，由于前述变更，项目完工日期由 2018 年 12 月调整为 2019 年 9 月。 

（3）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为提高产品质量及降低生产成本，公司进行了项目工艺优化和工艺设计变更，需

采购部分新设备，并新增部分土建工程，为此，该项目的建设投资需相应增加 1,018

万元（新增建设投资额 1,018 万元由 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补充），

建设投资金额由 18,777 万元调整为 19,795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17,545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额由 1,206 万元调整为 985 万元，总投资额需由 19,983 万元增

加至 20,781 万元。同时由于前述变更，项目完工日期由 2019 年 9 月调整为 2019 年

12 月。 

2、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变更情况 

（1）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4,5-二氰基-2-三氟甲基咪唑锂（LiTDI）产

品具有较优异的综合性能，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新型锂盐，鉴于目前该物质配

方应用市场化尚有一定时间，为降低投资风险，经综合评估，公司决定将 150t/a4,5-

二氰基-2-三氟甲基咪唑锂项目延期建设，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建设完成。 

（2）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之子项目 2,000t/a 高性

能锂离子电池电解质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经过公司工艺工程部门

的攻关，目前公司已掌握了较变更前更优的工艺建设方案，根据优化后的工艺路

线，可以减少项目的建设资金投入。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原预案计划募集资金投

入 17,313 万元，其中该子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16,056 万元。经可行性测算，该子项

目募集资金投入由 16,056 万元变更为 12,747 万元，节余的募集资金 3,309 万元用于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的新增投资，本次变更后，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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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投入募集资金由 17,313 万元变更为 14,004 万元。同时该项目的建设周期将延长

至 2019 年 12 月建成投产。 

由于产品应用市场发生变化，子项目 150t/a4,5 二氰基-2-三氟甲基咪唑锂的电解

液配方市场化前景尚不确定，为降低风险，经综合评估,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建

设。 

（3）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变化，2,300 t/a 新型锂盐项目之子项目 2,000 t/a 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电解质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如继续在原址上建设，预计将较难

取得安全及环保的相关生产资质，最终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合法投产。因此，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建设，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768

万元用于 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的新增投资，将剩余资金中的 1,018 万元用

于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的新增投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实际划转金额为 10,959.30 万元）。本次变更后，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的计划投

入募集资金由 14,004 万元变更为 1,258.70 万元。 

由于 2,300 t/a 新型锂盐项目之子项目 150t/a 二氟磷酸锂（LiPO2F2）项目属于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孙公司内部资产及负债划转的议案》

中九江天祺划拨至九江天赐的资产，因此同意将该项目实施主体由九江天祺变更

为九江天赐。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变更情况 

（1）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原定于 2017

年 12 月完工，该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开工建设。由于该项目采用新工艺，且部分

设备为进口特制设备，最长交货期长达 9 个月，项目建设进度因此受到影响，延

长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建设完成。 

（2）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对 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的配套

原料装置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并根据市场及政策的变化和最新需求，增设了危险

品仓库的建设，因此导致原定建设周期延长，完工日期由 2018 年 10 月调整为 2018

年 12 月。 

（3）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为提升产品品质的一次合格率，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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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效率，公司对项目生产设备和工艺进行了变更。经公司审慎评估，该项目

的建设投资相应增加 1,925 万元，建设投资金额由 11,41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额为 10,873 万元）调整为 13,34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额由 1,140 万元调整为 1,108

万元，总投资额由 12,557 万元增加至 14,450 万元，新增总投资金额 1,893 万元由九

江天祺自筹资金追加。由于前述变更，同时，受环保整治趋严影响，项目施工材

料采购滞后，项目完工日期由 2018 年 12 月调整为 2019 年 6 月。 

（4）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根据该项目试产阶段的实际情况，为降低原料消耗、提高产品品质和降低安全风

险，公司拟进行项目工艺优化及工艺设计变更，需更换部分设备及新采购部分管

道材料及仪表材料，经公司审慎评估，该项目的建设投资需相应增加 768 万元，建

设投资金额由 13,342 万元调整为 14,110 万元，新增建设投资额 768 万元由 2,300t/a

新型锂盐项目中剩余的募集资金补充，总投资额需由 14,450 万元增加至 15,218 万

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11,641 万元）。同时，由于上述变更，项目完工日期

由 2019 年 6 月调整为 2019 年 12 月。 

由于 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的资产属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与全资孙公司内部资产及负债划转的议案》中九江天祺划拨至九江天赐

的资产，因此同意将该项目实施主体由九江天祺变更为九江天赐。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4、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情况 

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由于政

府环保政策的变化，2,300 t/a 新型锂盐项目之子项目 2,000 t/a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电

解质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公司决定终止建设，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中

的 768 万元用于 2,000t/a 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的新增投资，将剩余资金中的 1,018

万元用于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的新增投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为准）。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2,300 t/a 新型锂盐项目实际划转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959.30 万元。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二）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年产 15 万吨锂电材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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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基于公司原生产基地

的公共辅助系统无法满足目前公司的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对原项目整体配套设施

进行了升级改造，并新增环保配套设施等相关建设内容，同时受到 2021 年部分建

设五金、钢结构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整体工程费用有所增长。综上情况，

经过公司的谨慎评估，将对年产 15 万吨锂电材料项目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项目

建设投资额由 16,055.44 万元调整为 41,147.0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由 15,893.90 万元

调整为 5,107.18 万元，总投资额由 31,949.34 万元调整为 46,254.25 万元。计划投入

募集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14,866.44 万元。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2022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调整及延期的议案》，由于公司整体项目建设规划调整，

该项目年产 7 万吨溶剂产线的建设进度安排推后致其建设周期有所延长，经公司

审慎评估，计划将年产 7 万吨溶剂装置的完工时间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年产 40 万吨硫磺制酸项目 

（1）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为降低污染排放、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公司项目组对项目工艺做了改进，同时为提高装置的连续开工

率，确保装置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需采购部分新设备，经审慎评估后，公司将

对年产 40 万吨硫磺制酸项目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项目建设投资额由 20,877.00

万元调整为 24,675.7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由 2,479.00 万元调整为 2,294.20 万元，总

投资额由 23,356.00 万元调整为 26,969.90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19,385.43 万元。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2022 年 3 月 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为了进一步保证尾气处理系

统的排放达标，公司新购买设备采用两转两吸工艺，能够降低尾气处理装置负荷

以及尾气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经过公

司的谨慎评估，计划对年产 40 万吨硫磺制酸项目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项目建设

投资额由 24,675.70 万元变更为 26,575.7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由 2,294.20 万元调整

为 2,308.48 万元，总投资额由 26,969.90 万元调整为 28,884.18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

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19,385.43 万元。 

3、年产 5 万吨氟化氢、年产 2.5 万吨电子级氢氟酸（折百）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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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为提高生产安全性及

降低生产成本，公司进行项目工艺优化，需采购部分新设备，经审慎评估后，公

司将对年产 5 万吨氟化氢、年产 2.5 万吨电子级氢氟酸（折百）新建项目以自筹

资金追加投资，经审慎评估后，公司将对年产 5 万吨氟化氢、年产 2.5 万吨电子

级氢氟酸（折百）新建项目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项目建设投资额由 9,244.17 万元

调整为 10,750.1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由 713.83 万元调整为 996.67 万元，总投资额

由 9,958.00 万元调整为 11,746.84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8,079.17

万元。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为了保证尾气处

理系统排放达标，公司对该项目的脱硫系统、尾气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环

保处理系统添加了相应处理设备，同时对关键设备的选材进行了优化。经审慎评

估后，公司计划对年产 5 万吨氟化氢、年产 2.5 万吨电子级氢氟酸（折百）新建

项目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项目建设投资额由 10,750.17万元调整为 11,981.52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由 996.67 万元调整为 1,002.91 万元，总投资额由 11,746.84 万元调整为

12,984.43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8,079.17 万元。 

4、年产 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及 5,800 吨新型锂电解质项目 

（1）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根据目前项目进

展，该项目的建设工作已完成并进入调试阶段，目前已取得试生产许可证。但由

于该项目工艺属于"两重大一重点"的危险化工工艺，为确保项目安全平稳启动运行

并达产达标，经过公司审慎评估，公司拟将年产 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及 5,800 吨

新型锂电解质项目的投产时间由 2021 年 10 月 31 日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2022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调整及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到该募投项目的实际进

展情况及市场变化等因素，以及基于公司产业园规划，公司计划将该募投项目 1,800 

吨添加剂产品中的部分产品产能由另外园区项目进行补足，因此拟将该募投项目

建设规模调整为年产 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年产 4,000 吨 LiFSI、年产 500 吨添

加剂。 

5、年产 10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项目 

2022 年 3 月 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及以自筹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为应对未来下游需求增加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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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环保要求，公司计划对年产 10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项目进行工艺技术及安全环保

设备升级，为此，项目建设内容增加部分建筑单体和辅助工程，能够进一步提高

厂区物流容积能力以及进行安全环保智能化升级；同时受建筑原材料价格大幅上

涨影响，设备五金、钢结构工程的投资费用增加，且土地交付时间整体延后。综

上，经过公司的谨慎评估，计划对年产 10 万吨锂电池电解液项目以自筹资金追加

投资并延期投产。项目建设投资额由 15,580.45 万元变更为 30,852.85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由 13,364.88 万元调整为 16,925.45 万元，总投资额由 28,945.33 万元调整为

47,778.30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保持不变，仍为 15,530.45 万元。项目完工时间

由 2022 年 4 月 30 日延期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对外转让情况 

无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置换情况 

1、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39,712,713.27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致同专字（2017）第 110ZA4455 号《关于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2、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公司 2021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384,665,830.04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50000 号《关于广州

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

告》。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1、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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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效益、合理降低财务费用，经本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可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全部到

期收回。 

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明细具体情况如下： 

用  途  使用资金（万元）  使用时间 收回情况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800.00 2016.1.12-2016.4.11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200.00 2016.1.12-2016.2.11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16.2.25-2016.3.28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800.00 2016.5.11-2016.6.12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800.00 2016.5.11-2016.8.9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2018.2.13-2018.3.20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2018.2.13-2018.3.20 到期收回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18.2.13-2018.3.13 到期收回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7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含 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人民币 2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5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

超过 12 个月。 

（3）2019 年 7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 1.2 亿元（含 1.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 1.2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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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零

元。 

（二）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不存在理财及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59,991.29万元，

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58,551.58 万元，（不含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利

息收入净额 20.43 万元），节余资金 1,439.71 万元。 

2021 年 5 月 6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将节

余募集资金及相关的理财产品收益、净利息收入共计 15,120,817.52 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至此，本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二）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164,083.50 万

元，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24,506.97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为 39,576.53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4.12%。  

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对应关系如下： 

项  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 40,218.62 

减：募集资金专户利息净收入 642.09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39,576.53 

尚未使用的原因：详见本报告二、（二）。  

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继续投入募投项目。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见附件 3。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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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

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不存在不一致情形。 

附件： 

1、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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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991.2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8,572.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1,404.00             2017年度： 27,575.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9.02%         2018年度： 12,222.44                         

        2019年度： 16,116.67                         

        2020年度： 2,594.68                           

        2021年度： 62.69                               

1
30,000t/a电池级磷

酸铁材料项目
13,218.00   17,545.00   16,344.25     13,218.00   16,344.25  1,200.75               2019年12月31日

2
2,300t/a新型锂盐项

目
17,313.00   1,258.70     1,279.13       17,313.00   1,279.13    -20.43                  2018年5月31日

3
2,000t/a固体六氟磷

酸锂项目
10,873.00   11,641.00   11,402.04     10,873.00   11,402.04  238.96                 2019年12月31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18,580.00   18,580.00   18,580.00     18,580.00   18,580.00  -                       不适用

5
剩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0,959.30   10,959.30     10,959.30  -                       不适用

6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

7.29           7.29 7.29          -                       不适用

59,984.00   59,991.29   58,572.01        59,984.00   58,572.01  1,419.28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二、（一）2。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补充流动资金 18,580.00    

59,991.29    

2,000t/a固体六氟磷

酸锂项目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

11,641.00    

7.29            

合计

剩余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0,959.30    

30,000t/a电池级磷酸

铁材料项目
17,545.00    

2,300t/a新型锂盐项

目
1,258.70     

募集后
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募集前
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资
金额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资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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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4,083.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4,506.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1年度： 110,853.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2年1-3月： 13,653.90                         

1
年产18.5万吨日用化

工新材料项目
31,909.00   31,909.00   10,987.02     31,909.00      10,987.02      20,921.98             2023年12月31日

2
年产40万吨硫磺制

酸项目
19,385.43   19,385.43   15,216.37     19,385.43      15,216.37      4,169.06               2022年4月30日

3

年产2万吨电解质基

础材料及4500吨新

型锂电解质项目

26,801.06   26,801.06   23,299.74     26,801.06      23,299.74      3,501.32               2021年12月31日

4
年产15万吨锂电材

料项目
14,866.44   14,866.44   14,866.40     14,866.44      14,866.40      0.04                     2022年6月30日

5
年产10万吨锂电池

电解液项目
15,530.45   15,530.45   6,174.64       15,530.45      6,174.64       9,355.81               2022年7月31日

6

年产5万吨氟化氢、

年产2.5万吨电子级

氢氟酸（折百）新
建项目

8,079.17     8,079.17     6,450.85       8,079.17        6,450.85       1,628.32               2022年4月30日

7 补充流动资金 47,511.95   47,511.95   47,511.95     47,511.95      47,511.95      不适用

164,083.50  164,083.50  124,506.97   164,083.50    124,506.97    39,576.53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二、（二）、2。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年产2万吨电解质基

础材料及5800吨新型

锂电解质项目

26,801.06    

募集前
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
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投资
金额

年产18.5万吨日用化

工新材料项目
31,909.00    

年产40万吨硫磺制酸

项目
19,385.43    

合计 164,083.50  

年产15万吨锂电材料

项目
14,866.44    

年产10万吨锂电池电

解液项目
15,530.45    

补充流动资金 47,511.95    

8,079.17     

年产5万吨氟化氢、

年产2.5万吨电子级

氢氟酸（折百）新
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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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2016年非公开

1
30,000t/a电池级磷酸铁

材料项目
56.11%                1,645.00                1,645.00                   411.25                -3,341.57 2,224.71                5,459.21                 4,342.35          是

2 2,300t/a新型锂盐项目 64.41%                518.80                   518.80                   518.80                   129.70 -71.73                                     190.00 4,949.45                3,021.13                 8,088.85          是

3
2,000t/a固体六氟磷酸锂

项目
40.51%                2,496.00                2,496.00                   624.00 --                  -836.00 7,184.50                3,486.45                 9,834.95          是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0年非公开

1
年产18.5万吨日用化工新材

料项目
-- -- -- -- -- -- -- -- -- 注4

2 年产40万吨硫磺制酸项目 -- -- -- -- -- -- -- -- -- 注4

3
年产2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

及5800吨新型锂电解质项目
74.66% -- -- --                4,132.43 -- --                19,163.41          19,163.41 是

4 年产15万吨锂电材料项目 -- -- -- -- -- -- -- -- -- 注4

5
年产10万吨锂电池电解液项

目
-- -- -- -- -- -- -- -- -- 注4

6
年产5万吨氟化氢、年产2.5

万吨电子级氢氟酸（折百）
新建项目

-- -- -- -- -- -- -- -- -- 注4

7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3：相关募投项目预计于2022年4月至2023年12月陆续完工投产，截至目前尚未建设完成，尚未实现效益。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注2：①根据《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3），30,000t/a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投产后年均净利润由2,015.00万元变更为1,645.00万元，2,000t/a固体六氟磷酸

锂项目投产后年均净利润由1,604万元变更为2,496万元。本期承诺效益按照月度平均计算，即：

30,000t/a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2022年1-3月承诺效益为411.25万元（1645万元÷12× 3）；

2,000t/a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2022年1-3月承诺效益为624万元（2496万元÷ 12× 3）。

②2,300t/a新型锂盐项目：子项目150t/a4,5二氰基-2-三氟甲基咪唑锂项目、子项目2,000t/a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电解质双( 氟代磺酰) 亚胺锂( LiFSI )终止建设，详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三、2。子项目150t/a二氟磷酸锂

（LiPO2F2）于2018年5月31日完工，该子项目投产后年均净利润为518.8万元。

2,300t/a新型锂盐项目子项目150t/a二氟磷酸锂（LiPO2F2）2022年1-3月承诺效益为129.7万元（518.8万元÷12×3）。

③根据《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调整及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年产2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及5800吨新型锂电解质项目变更为年产 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年产 4,000 吨 LiFSI、年产 500 吨添加剂，投产

后年均净利润 16,529.73 万元。本期承诺效益按照月度平均计算，即：年产2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及5800吨新型锂电解质项目2022年1-3月承诺效益为4,132.43万元（16,529.73 万元÷12×3）。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按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折算为全年产量与预计达产后全年设计产能之比。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注1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承诺效益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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