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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9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同意本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382,048,11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83.44 万元。东方电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7,722,975 股，每股

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3.63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608,834,399.25 元。

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7,722,975 股，

募集资金总额 608,834,399.25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2,653,006.40 元（保荐承销费用共

3,653,006.40 元，其中已预付 1,000,000.00 元）后的资金为人民币 606,181,392.85 元，已由天

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1104060029200301623 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在民生银行镇江大港支行账号为 633425046 的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在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8110501013501814457 的募集资金专户、

开立在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32050175883609501818 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594,164.1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4,240,235.12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天衡验字(2021)00126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存在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工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1104060029200301623 63,000,000.00 14,036,312.50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8110501013501814457 263,705,400.00 33,864,612.06 活期存款 

民生银行镇江大港支行 633425046 100,129,000.00 39,567,828.81 活期存款 

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32050175883609501818 179,346,992.85 61,322.75 活期存款 

合 计  606,181,392.85 87,53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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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期末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截止日余额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工行镇江新区支行 

工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专户

型 2021 年第 350 期 M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80,000,000.00 2021/12/1 2022/4/14 

中信银行镇江新区

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08835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120,000,000.00 2022/3/12 2022/6/10 

兴业银行 大额存单 
保本固 

定收益 
30,000,000.00 2021/12/13 可随时转让 

工行镇江新区支行 

工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专户

型 2022 年第 003 期 M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40,000,000.00 2022/1/4 2022/4/6 

合计   270,000,000.00   

综上所述，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及购买理财产品余额合

计 357,530,076.12 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

额的差异，系利息、银行手续费等累计形成的金额。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第三十四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6,000 万支铲片式 PTC 电加热器项目”实施地点由镇江新区东

方路 99 号变更至镇江新区银河路 53 号（正申请改为镇江新区银河路 368 号）。公司独立董

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 28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东方山

源 51%股权”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4,410.00 万元、“年产 350 万套新能源电动汽车 PTC

电加热器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460.43 万元，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总计 4,870.43 万

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870.43 万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大华

核字[2021]0011959 号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

了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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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

进度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包括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转存结构性存款、定期

存款等方式，以上资金额度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可以滚动使用，并

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监事会、

独立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授权范围内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 27,000.00 万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不适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不适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三)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不适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不涉及。 

五、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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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606,181,392.85（注 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50,173,880.4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50,173,880.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21 年：        234,655,130.42  

2022 年 1 至 3 月： 15,518,75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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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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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收购东方山源 

51%股权 

收购东方山源 

51%股权 
63,000,000.00 63,000,000.00 49,100,000.00 63,000,000.00 63,000,000.00 49,100,000.00 -13,900,000.00 不适用 

2 
年产 6,000 万支铲片

式 PTC 电加热器项目 

年产 6,000 万支铲片式

PTC 电加热器项目 
263,705,400.00 263,705,400.00 1,069,000.00 263,705,400.00 263,705,400.00 1,069,000.00 -262,636,400.00 2023/6/30 

3 

年产 350 万套新能源

电动汽车 PTC 电加热

器项目 

年产 350 万套新能源

电动汽车 PTC 电加热

器项目 

100,129,000.00 100,129,000.00 20,657,887.57 100,129,000.00 100,129,000.00 20,657,887.57 -79,471,112.43 

一期工程
2023/6/30 

二期工程
2026/1/1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79,346,992.85 179,346,992.85 179,346,992.85 179,346,992.85 179,346,992.85 179,346,992.85 0.00 不适用 

 合计（注 1）  606,181,392.85 606,181,392.85 250,173,880.42 606,181,392.85 606,181,392.85 250,173,880.42 -356,007,512.43  

注 1：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606,181,392.85 包含应付未付发行费用 1,941,157.73 元，实际募投资金净额为 604,240,235.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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