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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2]第 5-00065号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1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制符合相关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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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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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

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

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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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225号）文核准，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11,923,685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12.58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7,999,957.30

元，扣除发行费用19,887,923.18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388,112,034.12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0月28日到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6]第5-00045号）。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016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460.00元，主要为支付银行账户

管理费、手续费。 

2017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18,158.54万元，主要为支付工

程款、设备款等，截至2017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18,158.59万元。 

2018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27,864.56万元，主要为支付工

程款、设备款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46,023.15万元。 

2019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25,452.59万元，主要为支付工

程款、设备款及原材料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71,475.74万元。 

  2020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41,148.24万元（含 19,468.31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为支付工程款、设备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112,623.98 万元（含19,468.31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1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22,353.78万元（含5,359.84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为支付工程款、设备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截至2021年12

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134,977.77万元（含24,828.15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4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134,403,813.71 元，其中利息为   

96,069,508.07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一次修订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于2009年12月24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本次修订已经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二次修订 

2010年9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的使用申请、审核批准的相关规定。

本次修订已经公司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三次修订 

2012年8月3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支出审批流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修订已经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四次修订 

2016年10月27日，公司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行指引》的相关要求，修

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修订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五次修订 

2021年3月29日，公司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行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关要求，

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修订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1）为规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相关银行账户作为公司及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美盈森环



                    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5 - 

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6日与10家开户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

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于2017年2月10日承接了东兴证券关于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2017年3月4日，公司、公司子公司与10家

开户行及中泰证券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698668288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东莞）项目 

建设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44250100004000001685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中电支行 15278888888869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中信银行深圳西乡支行 8110301012900051643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000013925006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151460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294014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华夏银行高新支行 10860000000412380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农业银行深圳爱联支行 41024000040026975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54113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加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子公司成都市美盈森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2018年9

月26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

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8110301012200341525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2）基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智

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变更为实施“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包装

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及“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相关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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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作为相关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子公司与8家开户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

于2017年12月21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农业银行深圳爱联支行 41024000040029045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农业银行六安开发区支行 12043401040007667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47076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000090726195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3779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194601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10860000000464677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4046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增加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安

徽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与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

2018年6月26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

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15960762888825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3）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截至2018

年5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58,068.86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中的28,000万元变

更用于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建设、将10,000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刷工

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将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截

至2018年5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19,912.25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中的10,000

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将相关银行账户作为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与5

家开户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2018年10月16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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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235073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项目 农业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1019500040028852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80840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15105888888858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690988888860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部分募集资金专

户的议案》，同意增设相关银行账户为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下

属子公司与开户银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2019年4月13日

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846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977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553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715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422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688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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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上市至今，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以便于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项目名称 

平安银行深圳中电支行 15278888888869  1,303,753.41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

（成都）项目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698668288  303.50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

（东莞）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422  1,328.29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

税加工（岳阳）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47076  532,905.86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

（六安）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000090726195 

 50,041,282.38 

（注 1）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3779 
 3,074,672.47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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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账号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项目名称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235073 
 50,305,235.60  

（注 3）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80840 

 29,144,332.20 

（注 4）  

合计  134,403,813.71   

注1: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上表平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15000090726195”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

额包含暂时性补充美盈森的流动资金5,000.00万元。 

注2: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上表宁波银行募集资金专户“73090122000073779”报告期末募集

资金余额包含暂时性补充美盈森的流动资金60.00万元。 

注3: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上表杭州银行募集资金专户“4403040160000235073”报告期末

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性补充美盈森的流动资金5,000.00万元。 

注4: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上表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338040100100380840”报告期末募

集资金余额包含存放在保证金账户(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338040100100612282)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4,295,359.88元

和保证金账户(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33804010010050037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3,330,572.98元和保证金账户(兴业银

行深圳科技园支行338040100100525455)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747,572.08元和保证金账户(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533572)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585,368.04元，存出保证金的原因系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购买原材料、设备等时，根据银行的要求对开具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预存的保证金。 

4、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1年0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2,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额度

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期限：2021年08

月27日-2022年02月26日），具体详见公司2021年08月3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2）。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上述授权金额及期限内，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60.00万元。公司在该暂时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

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不存在风险投资，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三、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进展 

公司于2021年0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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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6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综合市场环境、业务拓展情况、相关

新基地产能释放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短期内并不是

公司继续大规模投资资金于岳阳项目的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

利益最大化，公司决定终止岳阳项目并将岳阳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含利息）5,310.16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具体详见公司2021年08月3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3），2021年9月17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项目公司实际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额为5,359.84

（含利息）万元。公司在该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

金运用情况良好并取得良好效益。 

四、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进展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00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1年10月22日有效。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021年度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到期的本金和利息明细如下表： 

主体单位 银行 产品名称 起息日 到期日 
本金金额 

（万元） 

理财收益 

（元） 

湖南美盈森实

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深

圳分行 

杭州银行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2021.07.19 2021.10.19  4,000.00   162,832.13  

五、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1年12月31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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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

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附件一：2021年 12月 31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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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年 12 月 31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8,811.2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353.7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416.1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4,977.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3,811.09
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7.5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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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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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

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

设项目 

是 52,511.45 0.00 - 0.12 0.00% — - 否 是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

慧工厂（成都）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427.19   20,991.82  104.96% 2019 年 6 月 240.93 

否 

注 1 
否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

慧工厂（东莞）项目 
否 25,000.00 25,000.00 0.02  25,539.98  102.16% 2018 年 8 月 -278.63 

否 

注 2 
否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

项目 
是 41,299.75 0.00 - 0.03 0.00% — - 否 是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

慧工厂（六安）项目 
否 0 17,983.52  3,032.13      16,446.09   91.45% 2020 年 3 月 -431.98 

否 

注 3 
否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

贸易及保税加工（岳

阳）项目 

是 0  5,583.90    176.29    5,583.90   100.00% — - 不适用 是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

地项目 
是 0 48.83 - 48.83 100.00% — -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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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

慧型工厂（长沙）项

目 

否 0 20,000.00  99.42    20,289.96  101.45% 2019 年 4 月 -1,290.05 
否 

注 4 
否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

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

项目 

否 0 28,000.00  13,258.89    21,248.89   75.89% 2021 年 11 月 -2,291.19 
否 

注 5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0 22,367.27  5,359.84  24,828.15 注 6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38,811.20 138,983.52  22,353.78        134,977.77   -- -- -4,050.9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注 1：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于 2019 年 4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2：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东莞）项目于 2018 年 8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3：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于 2019 年 5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4：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于 2019 年 6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5：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项目于 2021 年 5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6：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含转出当日专户利息。 

上述智慧工厂的逐步投入使用，正逐步释放产能，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的跨区域服务能力，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其

中部分项目未达预期收益，主要受区域订单需求波动、新基地相关固定资产陆续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投入使用导致折旧

增加等因素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基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短期内并不是公司

大规模资金投资于“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的最佳时机，为了进一

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包装

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变更为“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及“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具体详见公司 2017 年 9 月 19 日刊载

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2、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国内土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制造业企业为了控制综合成本，逐步将产

能向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同时，在国际贸易局势趋于复杂化的环境下，区域内部分客户（如电子通讯行

业部分企业）为分散经营风险将制造业务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转移，导致区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同时，公司在相邻省

份投资建设的六安智慧工厂已于 2019 年逐步投产，该工厂可在一定程度分担公司苏州美盈森生产基地的满负荷运转压

力。综合行业发展、市场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短期内并不是公司

大规模资金投资于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的最佳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已终止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 17,951.17 万元及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3 月 28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4）。 

3、综合市场环境、业务拓展情况、相关新基地产能释放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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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并不是公司继续大规模投资资金于岳阳项目的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已终止岳阳项目并将岳阳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含（利息）5,310.16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08 月 31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3）。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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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中“4、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相关内容。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除存放于保证金账户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

资金专户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说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

系统建设项目”截至 2017 年 8月 31 日全部募集资金余额以及上述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自 2017年 8 月 31 日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前收到的其他募集资金利息净额（利息收入具体

以转出时利息金额为准）全部变更投入“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的建设，因此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自 2017年 8月 31 日后的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无法全面体现，此处仅列示

已变更募集资金本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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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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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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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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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工厂（六安）项

目 

 

 

互联网包装印刷

产业云平台及生

态 系 统 建 设 项

目、智能包装物

联网平台项目 

17,983.52  3,032.13      16,446.09   91.45% 2020 年 3 月 -431.98 
否 

注 7 
否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

（岳阳）项目 
5,583.90  176.29    5,583.90   100.00% - - 不适用 是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48.83 - 48.83 100.00% - - 不适用 是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

业园项目 
28,000.00  13,258.89    21,248.89   75.89% 2021 年 11 月 -2,291.19 

否 

注 8 
否 

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沙）

项目 
20,000.00  99.42    20,289.96  101.45% 2019 年 4 月 -1,290.05 

否 

注 9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367.27  5,359.84  24,828.15  
110.00% 

注 10 
-  不适用- 否 

合计 -- 93,983.52  21,926.57     88,445.82 -- -- -4,013.22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基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公司于 2017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终止“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

项目”，并将“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全部募

集资金余额 52,514.29 万元、“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截至 2017年 8月 31 日全部募集资金

余额 41,469.24 万元，共计 93,983.52 万元以及上述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自 2017年 8

月 31 日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前收到的其他募集资金利息净额（利息收入具体以转出时利

息金额为准）全部变更投入“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包装印刷工业进

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及“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上述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已经由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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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年 9月 19 日及 2017 年 10 月 21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 2017-065、2017-068 和 2017-072。 

（2）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中

的 28,000 万元变更用于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项目建设，将 10,000 万元变

更用于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同意将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

税加工（岳阳）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中的 10,000 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

沙）项目建设。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由 2018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 日和 2018年 7 月 12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 2018-045、2018-047 和 2018-064。 

（3）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高端环保包装生产

基地项目，并将项目所属募集资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已经由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及 2020 年 4月 22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 2020-033、2020-044 和 2020-059。 

（4）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包装印刷工业进

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并将项目所属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终止募投

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由公司于 2021年 9月 1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 日及 2021年 9 月 17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 2021-047、2021-053 和 2021-05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 7：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于 2019年 5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8：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 产业园项目于 2021年 5 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 9：包装印刷工业 4.0 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于 2019年 6 月逐步投入使用。 

上述智慧工厂的逐步投入使用，正逐步释放产能，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的跨区域服务能力，有利

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其中部分项目未达预期收益，主要受区域订单需求波动、新基地相关固

定资产陆续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投入使用导致折旧增加等因素影响。 

注 10：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含利息）为准。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国内土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制造业企业为了控

制综合成本，逐步将产能向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同时，在国际贸易局势趋于复

杂化的环境下，区域内部分客户（如电子通讯行业部分企业）为分散经营风险将制造业务向东

南亚等新兴市场转移，导致区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同时，公司在相邻省份投资建设的六安智

慧工厂已于 2019 年逐步投产，该工厂可在一定程度分担公司苏州美盈森生产基地的满负荷运转

压力。综合行业发展、市场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经公司审慎研

究认为，短期内并不是公司大规模资金投资于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的最佳时机，为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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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已终止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 17,951.17 万元及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作

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 月 28 日及 2020 年 4 月 2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 2020-033、2020-044 和 2020-059。 

2、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原计划部分业务是为公司或有关下属子公

司提供进口原材料，保障各公司部分原材料的供应。根据公司各主要新基地业务拓展及产能释

放情况的原材料需要情况，结合新冠疫情下，海运价格上涨，货柜紧缺，国内较早实现复工复

产，国内原纸生产商能够较好的保障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受疫情、市场环境等情况

的影响，岳阳项目所在长株潭经济圈下游客户订单开发未及预期，公司于 2019 年逐步投入使用

的长沙智慧工厂产能能够覆盖现阶段公司长株潭经济圈客户的包装需求。综合市场环境、业务

拓展情况、相关新基地产能释放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

短期内并不是公司继续大规模投资资金于岳阳项目的最佳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已终止岳阳项目并将岳阳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含利

息）5,310.16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 月

31 日及 2021 年 9 月 17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编号 2021-047、2021-053和 2021-056。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附件一：2021年12月31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