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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利通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通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承接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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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对利通电子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18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421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2,5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9.29 元，共计募集资金 48,225.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未包括已预付的 100.00 万元）3,727.53 万元后的募

集资金为 44,497.47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617.87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1,879.6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8〕472 号）。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523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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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同意，公司由本保荐机构向 1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7.31 元，共计募集资金 51,930.00 万

元，坐扣保荐和承销费 636.00 万元（含税，其中包含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36.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1,294.00 万元，已由本保荐机构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汇

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验资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用等与

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99.58 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 51,130.42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790 号）。 

（二）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18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1,879.6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31,681.40 

利息收入净额 B2 619.59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3 2,422.9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676.97 

利息收入净额 C2 20.2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3 7.48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34,358.37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639.8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3=B3+C3 2,430.42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D3 
5,730.63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730.63 

差异 G=E-F 5,000.00 

差异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万元。 

2、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51,1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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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金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 

利息收入净额 B2 -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 

利息收入净额 C2 -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51,130.4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51,294.00 

差异 G=E-F -163.58 

差异系公司尚未支付的上市发行费用 163.58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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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对 2018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9 年 6 月 18 日，公

司及子公司安徽博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20 年 10 月 9 日，因公司变更保荐机构，公司及子

公司安徽博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募集资金存放账户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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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对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及子公司东莞奕铭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孙公司利通电子（墨西哥）有限公司、孙公司华雷斯利通电子有限

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分别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东莞奕铭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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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5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兴徐舍支行 
32050161624800000446 512,940,000.00 活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兴徐舍支行 
1103053819100004906 7,306,259.55 活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兴支行 
1103028829201153026 - 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支行 
610902005810505 - 活期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支行 
408470100100328083 - 活期存款 

合  计 - 520,246,259.55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核查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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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核查报告附件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其他 

（一）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年产 50 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不锈钢外观件扩建项目”已建设完毕，达到可使用状态。因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主要系合同尾款和专户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为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0 年 9 月 17 日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年产 50 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视

结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不锈钢外观件扩建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合同尾款后期将以自有资金支

付。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发布《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对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进行披露。截至 2021 年 12

月31日，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430.42万元（含银行理财及利息收入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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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认为：利通电子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1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利通电子

公司募集资金 2021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利通电子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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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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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溪寻                     张  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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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879.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76.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103.2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358.3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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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调整

后投资总额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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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

模组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项目 

是 9,349.60  3,515.28  -  3,515.28   100.00    不适用 是 

年产 50 万套超大屏

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

的生产线项目 

是 4,000.00  3,756.96    3,756.96   100.00  2018 年 865.27 否[注] 否 

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

液晶电视不锈钢外观

件扩建项目 

是 10,410.00  8,403.55    8,403.55   100.00  2020 年 526.09 否[注] 否 

年产 500 万套液晶显 是 12,13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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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结构模组生产项目 

年产 60 套大屏幕液

晶电视结构模组通用

模具生产线项目 

是 5,990.00  1,851.10    1,851.10   100.00    不适用 是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和

制造项目 
是  22,103.22  2,676.97 16,831.48 -5,271.74 76.15 2022 年   否 

合  计 - 41,879.60 39,630.11  2,676.97 34,358.37 -5,271.74 - - 1,391.3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018 年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中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之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1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有金额 8,791.39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3 月 22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 万元尚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六（一）之说明 

[注]本期实现效益低于承诺效益，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①受新冠疫情及电视机行业景气度走低等因素影响，公司产销量、销售价格均不达预期；②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制定时间较早（2017 年），之后的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均高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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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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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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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精密构件研

发和制造项目 

年产 500 万套液晶

显示结构模组生产

项目 

22,103.22 22,103.22 2,676.97 16,831.48 76.15 2022 年   否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

构模组生产线智能

化改造项目 

年产 60 套大屏幕液

晶电视结构模组通

用模具生产线项目 

合  计 - 22,103.22 22,103.22 2,676.97 16,831.48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鉴于公司通过对原有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提升了生产线的生产效率，同时公司更加侧重于大尺寸精

密金属冲压背板、后壳产品的募投项目投入并预计可以实现良好的预期收益，为尽量减少重复投资，

尽可能控制投资风险，充分合理地利用公司现有以及在建产能，公司决定终止“年产 500 万套液晶显

示结构模组生产项目”的建设，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全部投入新募投项目“金属精密构件研发和制造项

目”。本次变更业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2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6 月 10 日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发布《利通电子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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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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累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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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进行披露。 

公司上市以来，液晶彩电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内电视行业发展由 2018 年前的快速增

长转为趋稳甚至有所回落。受上述电视行业景气度走低及 2020 年突发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大

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和“年产 60 套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通用模具生

产线项目”投资进度相对较慢。同时公司原 IPO 募投项目立项时主要立足于解决精密金属冲压结构件

产能问题，近年来，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挖潜增效及部分 IPO 募集资金的投入，公司精密金属

冲压结构件产能在原有基础上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综合考虑目前电视行业景气度走低的市场背

景，公司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决定终止实施“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线智能化改造

项目”和“年产 60 套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通用模具生产线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全部投入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和制造项目”。本次变更业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0 年 9 月 17 日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发布《关于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及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进行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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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130.4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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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调整

后投资总额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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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铭 5 条大屏幕液晶电

视结构件智能化（自动

化）生产线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23 年   否 

墨西哥蒂华纳年产 300

万件大屏幕液晶电视精

密金属结构件项目 

否 11,000.00 11,000.00     2024 年   否 

墨西哥华雷斯年产 300

万件大屏幕液晶电视精

密金属结构件项目 

否 11,000.00 11,000.00     2024 年    

补充流动资金 否 9,130.42 9,130.4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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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51,130.4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合  计 - 51,130.42 51,130.4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