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与苏州柯利

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签署

了《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上市之保荐协议》。根

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兴业证券自签订

保荐协议之日起承接柯利达首次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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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柯利达在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2 号文核准，柯利达于 2015

年 2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 3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 17.20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600.00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

行费用 4,272.9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47,327.10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2 月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致同验字（2015）第 350ZA0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上述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达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8,819.13 万元（其

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28,592.63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置换的募投项目投入 680.54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4,545.96 万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5,000.00 万元），

累计收到募集资金相关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2,388.61 万元（其中：累计收到募

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166.03 万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2,224.63



万元，手续费支出 2.05 万元），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896.58 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896.58 万元。 

2021 年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329.07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

计余额为 15,545.96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相关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87.25 万元

（其中：收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10.39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

益 77.38 万元，手续费支出 0.5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7,327.10 

减：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使用承诺投资的

募集资金金额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8,592.63 

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680.54 

2021 年度使用金额 1,329.07 

合计 30,602.24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16,724.86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5,545.96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 

加：募集资金专户累计相关收益 2,478.43 

减：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手续费支出 2.57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3,654.75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83 号文核准，柯利达于 2020

年 12 月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8,379,625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 4.32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899.9980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

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633.8094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0,266.1886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2 月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1]361Z0004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

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累计收到募集资金相关收

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0.51 万元（其中：收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0.51 万元），



尚未支付的非公开发行费用  133.81 万元，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0,400.51 万元。 

2021 年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8,685.66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

计余额为 7,9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期末余额为 2,000.00 万元。

收到募集资金相关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108.22 万元（其中：收到募集资金存

款利息收入 20.36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87.91 万元，手续费支

出 0.05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0,266.19 

减：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使用承诺投资的

募集资金金额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 

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 

2021 年度使用金额 8,685.66 

合计 8,685.66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11,580.53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900.00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2,000.00 

加：募集资金专户累计相关收益 108.78 

减：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手续费支出 0.05 

加：暂未支付的非公开发行费用 133.81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923.06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专户存储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

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一）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从 2015 年 2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



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

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

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支行 
1102021119000720758 4,082,129.0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110905230510102 32,172,606.3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 325601000018170544562 － 本年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科技城支行 541766175334 － 本年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城中支行 7324310182600116463 － 本年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512906933810201 292,767.53  

中国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53474577626 － 本年已销户 

合  计 － 36,547,502.93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从 2020 年 12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

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苏州柯依迪装配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110905230510207 249,314.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12909243810603 7,764,558.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110905230510210 11,216,741.95 

合  计 － 19,230,615.05 

 

三、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达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

人民币 30,602.25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达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

人民币 8,685.66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等披

露内容，如果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需要对上述拟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的，

则公司将先用自筹资金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

资金。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顺利实施，公司在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先行投入部分自筹资金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柯利达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建设。2015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680.54 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15）第 350ZA0131 号]，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

进行了核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入项目自筹资金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总计 680.54 万

元已于 2015 年全部置换完毕。 

该次置换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0 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达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收回 15,545.96

万元。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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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柯利达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收回 7,900.00 万元。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的前提下，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事项进行了审核，

并发表了同意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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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及上述议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

达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赎回。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的前提下，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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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及上述议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达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作方名称 
理财产品类

型 
理财金额 理财起始日期 理财终止日期 

预计到期

收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00 2021-12-03 2022-03-03 16.5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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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与使用的有关凭证，并审阅 2021 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会计师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以及公司

的相关管理规章制度，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整体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重大违规行为。 

 

六、其他事项 

（一）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项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开展情

况适时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建筑幕墙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

公司，实施地点相应地由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 18 号变更为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

镇孔雀村五、十组。 

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募投项目“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

化生产项目”实施主体由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子公司苏州

柯依迪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相应地由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蠡塘路

20 号的厂区内变更为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徐家观

路以东、泗荡泾路以南）。 

除上述此变更外，原项目技术方案、项目效益分析等其他内容不变。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不适用。 



（二）变更持续督导机构事项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经 2019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已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签署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保荐协议》、《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持续督导

协议》。因此，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承接。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不适用。 

 

七、会计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2]361Z0257 号），鉴证报告认为，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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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与使用的有关凭证，并审阅 2021 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会计师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以及公司

的相关管理规章制度，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整体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重大违规行为。





附表 1：          

202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593.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14.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2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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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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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投资项目 否 26,286.80  26,286.80 1,329.07 9,444.80 -16,842.00 35.93 — — 不适用 否 

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

化生产项目 
否 4,460.60  4,460.60 - 4,460.60 - 100.00 

见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因之（2） 

— 不适用 否 

柯利达设计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否 9,881.40  9,881.40 - 10,329.35 447.95 104.53 

2018 年 11

月 
— 不适用 否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否 1,956.10  1,956.10 - 1,625.29 -330.81 83.09 — — 不适用 否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否 4,742.20  4,742.20 - 4,742.20 - 100.00 不适用 — 不适用 否 



苏州柯依迪智能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装配化装饰

系统及智能家居项目 

否 11,846.19  11,846.19 8,685.66 8,685.66 -3,160.53 73.32   不适用 否 

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

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

工程二期 PPP 项目 

否 8,420.00  8,420.00 - - -8,420.00 -   不适用 否 

合计 — 67,593.29 — 67,593.29 10,014.73 39,287.91 -28,305.3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1）建筑幕墙投资项目：公司变更了该募投项目实施的地点（详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说明），主要系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动了我国西部建筑装饰行业快速发展。公司为紧抓西部

建筑装饰市场的发展机遇，开拓西南市场，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并收购了四川域高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公司拟打造成都幕墙生产基地，以降低施工成本，提高公司在西南地区的综合竞争优势。因项目投资主体及实施

地点发生改变，以致项目进度延迟。项目前期使用了公司的自有资金，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后，开始使用

募集资金。建筑装饰行业业务的开展较为依赖企业长期的资源和品牌积累，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成都光电幕墙投资项目的

主体厂房已竣工且已能实现部分产能，但是鉴于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客户资源积累依然较为薄弱，且市场开拓以及幕墙业务

推广需要一定时间，导致当前西南地区业务订单取得情况较为不理想，因此项目产能无法充分有效利用。出于谨慎使用募

集资金的考虑，2019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该项目的投资进度有所放缓，未来，公司将根据西南地区订单情况及业务发展的

实际需要对该项目进行后续投资。（2）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化生产项目：因城市发展需要和苏州工业园区城铁综合商

务区建设的推进，原“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化生产项目”的实施地被划为城市建设规划范围，不允许增加项目投资。因

此，为保证项目的继续实施，公司变更了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的地点（实详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说明），项目进度因此相应推迟。此外，该募投项目将与苏州柯依迪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装配化装饰系统及智能家居项

目合并实施，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目前，该项目正处于正常施工阶段。（3）柯利达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竣工，柯利达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累计投入金额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主要系该项目使用了前期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金额所致。 本期投入金额为负，主要系收到退回的人防易地建设费。（4）企业

信息化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构架和实施方案主要为实现公司新研发大楼的信息管理功能，目前公司开发的数据平台尚未

竣工验收，后期还需要持续改进。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680.54 万元。该项置换资金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致同专字（2015）第 350ZA0131 号”《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鉴证报

告审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0 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柯利达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收回 15,545.96 万元。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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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柯利达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收回 7,900.0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开展情况适时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建筑幕墙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苏州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相应地由苏州工业园区归

家巷 18 号变更为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镇孔雀村五、十组。 

根据公司 2019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募投项目“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化生产项目”实施主体由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子公司苏

州柯依迪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相应地由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蠡塘路 20 号的厂区内变更为苏州相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徐家观路以东、泗荡泾路以南）。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柯

利达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

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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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及上述议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赎回。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柯利达独立董事和保

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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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及上述议案，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金额共 2,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