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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0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44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1 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7.03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281,270,300.00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41,280,9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239,989,400.0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到位，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XYZH/2017CDA40298

号《验资报告》。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

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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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 年版）”）。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 年版），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户存储，在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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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2018 年 6 月 25 日同保荐机构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2019 年 9 月 18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麟矿业”）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开立专项账户的银行

定期向保荐机构寄送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项账户资料，保荐

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2019 年 10 月 24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及 2019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公司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签订《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发行

人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

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自保

荐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展保荐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2020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

之子公司福麟矿业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分别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告编号 20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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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 
备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

更前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后募集资金净额及孳息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3467 239,989,400.00  0.00 注 2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4002  97,900,000.00 0.00 注 3 

贵州福麟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5546  153,173,587.09 0.00 注 4 

合计 239,989,400.00 251,073,587.09 0.00 注 1 

注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净额及孳息金额合计为 251,073,587.09 元，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9,989,400.00 元多 11,084,187.09 元，

系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项目初始存放金额由原募集资金账户转入，转入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23546001040013467）截止 2019 年 9 月 19 日孳息 8,377,428.93 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截止 2019 年 9 月 19

日孳息 2,706,758.16 元。 

注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 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存放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23546001040013467），初始存放金额为 239,989,400.00 元。因 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一(二)2 的披露），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和 2018 年 7 月 25 日将部分募集资

金转至“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的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40,000,000.00 元和 105,200,000.00 元，合计 145,200,000.00

元。因 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

报告一(二)2 的披露）,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将部分募集资金转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的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23546001040015546）103,166,828.93 元（包含募集资金 94,789,400.00 元及孳息 8,377,428.93 元）。2019 年 9 月 20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23546001040013467）销户。 

注 3：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45,200,000.00 元，因 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一(二)2 的披露），公司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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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9 日将部分募集资金转至“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5546）50,006,758.16 元（包

含募集资金 47,300,000.00 元以及截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止账户孳息 2,706,758.16 元）。 

“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的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初始转入金额为 145,200,000.00 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

止账户产生孳息 2,706,758.16 元，扣除转至“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5546）50,006,758.16

元，“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的专项账户初始金额为 97,900,000.00 元。 

2020 年 6 月 2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销户。 

注 4：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计划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53,173,587.09 元（包含募集资金 142,089,400.00

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3467）孳息 8,377,428.93 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4002）孳息 2,706,758.16 元）。

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贵州省福泉磷矿

有限公司小坝磷矿山（以下简称“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议案中涉及募集资金变更用途金额的内容为“变更募集资金总额为

152,550,020.93 元（包含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中产生的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未包含于本月到期的理财收益及应取得的利息收入，

待取得后一并计入）”。2019 年 9 月 19 日，“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项目款 153,173,587.09 元，差异即为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止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孳息 623,566.16 元。 

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为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所有，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系澳美牧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美牧歌”）

子公司，澳美牧歌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子公司。 

2020 年 7 月 27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5546）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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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1,270,3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51,429,463.64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9,989,4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9,989,400.00 2018 年： 45,091,249.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2019 年： 187,507,635.81 

 2020 年： 18,830,5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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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20 万吨

饲料级磷酸

二氢钙项目  

239,989,400.00   239,989,400.00     

2  
年产 5 万吨肥料级

聚磷酸铵项目 
 97,900,000.00 98,093,788.70  97,900,000.00 98,093,788.70 193,788.70 2020 年 3 月 

3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

权及相关资产负债 
 153,173,587.09 153,335,674.94  153,173,587.09 153,335,674.94 162,087.85 2019 年 12 月 

合计 239,989,400.00 251,073,587.09 251,429,463.64 239,989,400.00 251,073,587.09 251,429,463.64 355,8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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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

（A）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B) 
差异(A-B) 差异原因 

年产 5 万吨肥料级

聚磷酸铵项目 
98,093,788.70 97,900,000.00 193,788.70 

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支付了项目支出 

收购小坝磷矿采

矿权及相关资产

负债 

153,335,674.94 153,173,587.09 162,087.85 
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支付了项目支出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1）公司原计划用募集资金投资“年产 20 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替代现有的

年产 10 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的产能装置，现有装置的主体设备已于 2017 年 8 月折旧完

毕，公司对装置的主体设备进行了必要的维护和更新，经综合评定，公司认为现有的年产

10 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的产能装置经维护和更新后还可继续使用。同时，子公司川恒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的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生产装置可扩大产量至 6 万吨/年，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暂缓建设。 

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

公司原“年产 20 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总投资 23,998.94 万元，拟全部以募集资金

投入，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实际生产情况，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1）“年产 5 万

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4,520.00 万元；（2）“年产 20 万吨饲料级磷酸

二氢钙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9,478.94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本次变更，经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变更用途涉及的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

为 60.50%，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18-052 号公告。 

（2）磷矿石为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为福泉地区主

要的磷矿开采企业，公司存在从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采购磷矿石的关联交易行为。收

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能有效地减少关联交易，同时可极大地稳定公司磷矿石

供应，增加公司在原材料采购中的议价能力，为降低生产成本带来积极的影响。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年产 20 万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项目”，并同时变更“年

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中未使用的配套流动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

及相关资产负债。 

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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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议案》，决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本次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福麟矿业，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涉及的总额为

153,173,587.09 元，本次变更，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变更用途涉

及的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63.83%，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9-072 号公告。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

额的 100.00%。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 2017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有保本承诺的

投资产品；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上述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2018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产

品，并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和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授权期内，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12,240.00 万元，累计赎回

212,240.00 万元。 

5．未使用完毕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 0 元，已

全部用于项目投资。 

6. 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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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6 月   

1 
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

磷酸铵项目 
95.59% 

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

23,504.00 万元，达产后年

均利润总额 4,693.00 万元 

建设期 2,184,878.15 2,895,724.02 7,802,527.45 

12,883,129.62  
不适用

（注 1） 

2 
收购小坝磷矿采矿权

及相关资产负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7,853,995.28 17,672,786.78 12,530,015.59 

48,056,797.65 是（注

2） 

注 1：年产 5 万吨肥料级聚磷酸铵项目于 2020 年 4 月正式投入生产。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收入预计为 4,701.00 万元，

利润总额为195万元，第二年至第三年产能逐渐释放，预计项目建成后第四年达产，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23,504.00万元，达产后年均利润总额4,693.00

万元。2022 年 1-6 月属于建成后第三年，尚未达产。2022 年 1-6 月项目实现利润总额 7,802,527.45 元。 

注 2：川恒集团及澳美牧歌承诺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1,400.00 万元、1,400.00 万元及 1,400.00 万元，利润承诺期内，

若标的资产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即川恒集团、澳美牧歌）应当对川恒股份进行现金补偿。业绩承诺方当年应当

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当期应当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2022 年 1-6 月，小坝磷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负债实现

净利润 12,530,015.59 元，达到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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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97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向面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000.20 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1.3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09,622,740.00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18,695,909.40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0,926,830.6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到

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XYZH/2020CDA40176 号《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

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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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公司制度的议案》，本次修订的制度包括《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后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0 年版）”），该修订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

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7 年版），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都得到有效履行。开立专项账户的银行定期向保荐

机构出具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项账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

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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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 2405044129200069483 0.00 0.00 注 2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7559 210,000,000.00 0.00 注 3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 23546001040017567 100,000,000.00 0.00 注 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 2405044129200069359 586,526,512.60 0.00 注 5 

合计 896,526,512.60（注 1） 0.00  

注 1：初始存放金额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多 5,599,682.00 元，系尚未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司已划转

该发行费用。 

注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开立了一般账户，2020 年 10 月

21 日，本公司及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至此，该账户纳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2022 年 6 月 2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405044129200069483）销户。 

注 3：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用募集资金 210,000,000.00 元及截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孳息 18,992.20 元合计 210,018,992.20 元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0 月 29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7559）销户。 

注 4：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0 元。2020 年 10 月 29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23546001040017567）

销户。 

注 5：2020 年 10 月 29 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 580,926,830.60 元及截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孳息 237,038.63 元合计余额 581,163,869.23 元转入

广西鹏越募集资金专户（账号：2405044129200069483），用于实施“20 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2020 年 10 月 29 日，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2405044129200069359）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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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9,622,74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06,944,490.1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90,926,830.6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2020 年： 322,371,619.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1 年： 258,195,185.80 

 2022 年 1-6 月： 326,377,6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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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万吨/年半水-二

水湿法磷酸及精深

加工项目 

20万吨/年半水-二

水湿法磷酸及精

深加工项目 

729,410,000.00  580,926,830.60  596,944,490.13  729,410,000.00  580,926,830.60  596,944,490.13  16,017,659.53  注 

2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0.00  不适用 

合计 1,039,410,000.00  890,926,830.60  906,944,490.13  1,039,410,000.00  890,926,830.60  906,944,490.13  16,017,659.53   

注：募投项目“20 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对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优化调整，同时项目建设受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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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涨、人工费 用增长等原因，导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发生变化。2022 年 2 月 21 日，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的议案》，变更后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限预计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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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

（A）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B) 
差异(A-B) 差异原因 

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

及精深加工项目 
596,944,490.13 580,926,830.60 16,017,659.53 账户孳息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0.00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

55,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

过 12 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并授权实施募投项目的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和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上述议案经本公司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021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总额

不超过 12.00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2021 年 9 月 17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止）有效，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

循环使用。上述议案经本公司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期内，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

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1,545,000,000.00 元，赎回到期理财产品 1,545,000,000.00 元。 

5．未使用完毕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 0 元，已全

部用于项目投资。 

6. 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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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6 月 

1 
20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

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 
不适用 

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

101,765.00 万元，达产后年

均利润总额 20,936.0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偿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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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20 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对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优化调整，同时项目建设受建筑材料

价格上涨、人工费 用增长等原因，导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发生变化。2022 年 2 月 21 日，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的议案》，变更后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限预计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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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021 年 7 月 1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7号）的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1,160.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60,000,000.00元，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用12,600,000.00元（含税）（承销保荐费

用合计13,600,000.00元（含税），本公司已于2021年01月22日支付1,000,000.00元（含税））

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147,400,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

年8月18日分别存入本公司账户，其中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

行开立的23546001040019142账号人民币200,000,0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开立的23546001040019134账号人民币134,624,200.00元、存入本公

司在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开立的23546001040019126账号人民币

52,000,0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开立的

23546001040019118账号人民币201,977,9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行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泉支行开立的52050165603600000916账号人民币241,557,900.00元、存入本公司在中

国建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开立的 52050165603600000915 账号人民币

317,240,0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5,274,659.44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44,725,340.56 元（因发行费用中增值税进项税额842,381.69元未

做进项税抵扣，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1,143,882,958.8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年8月19日出具了

XYZH/2021CDAA40144号验资报告。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

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根据募投项目不

同用途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

行（以下合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按照相关规定与开户银行、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 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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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

注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市支行 

23546001040019118 201,977,900.00 44,230,160.34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市支行 

23546001040019126 52,000,000.00 48,926,905.89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支行 

52050165603600000916 241,557,900.00 244,561,340.02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支行 

52050165603600000915 317,240,000.00 71,888,371.89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市支行 

23546001040019134 134,624,200.00 0.00 注 2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泉

市支行 

23546001040019142 200,000,000.00 0.00 注 3 

合计 
1,147,400,000.00

（注 1） 
409,606,778.14  

注 1：初始存放金额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多 3,517,041.13 元，系尚未支付部分中介机

构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已划转该发行费用。 

注 2：2021 年 8-10 月，公司用募集资金 131,107,158.87 及截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孳

息（扣除手续费）22,382.25 元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10 月 20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23546001040019134）销户。 

注 3：2021 年 8-10 月，公司用募集资金 200,000,000.00 元偿还银行贷款，孳息（扣除

手续费）164,457.36 元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10 月 20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23546001040019142）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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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60,00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41,366,137.5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43,882,958.8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41,366,137.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2021 年： 596,490,847.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2022 年 1-6 月： 144,875,2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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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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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泉市新型

矿化一体磷

资源精深加

工项目—150

万 t/a 中低品

位磷矿综合

利用选矿装

置及配套设

施 

福泉市新型

矿化一体磷

资源精深加

工项目

—150 万 t/a 

中低品位磷

矿综合利用

选矿装置及

配套设施 

317,240,000.00 317,240,000.00 247,244,368.64  317,240,000.00 317,240,000.00 247,244,368.64  -69,995,631.36  
2022 年 6 月

30 日 

2 

福泉市新型

矿化一体磷

资源精深加

工项目—30

万吨/年硫铁

矿制硫酸装

置 

福泉市新型

矿化一体磷

资源精深加

工项目—30

万吨/年硫铁

矿制硫酸装

置 

241,557,900.00 241,557,900.00 230,000.00  241,557,900.00 241,557,900.00 230,000.00  -241,327,900.00  
2023 年 8 月

31 日（注 1） 

3 

30 万吨/年硫

铁矿制硫酸

项目 

30万吨/年硫

铁矿制硫酸

项目 

201,977,900.00 201,977,900.00 158,898,512.21  201,977,900.00 201,977,900.00 158,898,512.21  -43,079,387.79  
2022 年 6 月

30 日 

4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研

究中心 

贵州川恒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研

究中心 

52,000,000.00 52,000,000.00 3,699,258.20  52,000,000.00 52,000,000.00 3,699,258.20  -48,300,741.80  

2023 年 12

月 31 日（注

2） 

5 
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147,224,200.00 131,107,158.87 131,293,998.48  131,293,998.48 131,107,158.87 131,293,998.48  186,839.6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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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偿还银行贷

款 

偿还银行贷

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不适用 

合计 1,160,000,000.00 1,143,882,958.87 741,366,137.53 1,160,000,000.00 1,143,882,958.87 741,366,137.53 -402,516,821.34  

注 1：“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 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建设地址位于公司罗尾塘厂区，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建设前

期准备相关工作。同时，公司亦筹备在罗尾塘厂区建设“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生产 12 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项目”，其中亦包含了硫铁矿制酸

装置。为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公司审慎研究后调整项目建设计划，将“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30 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与“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用生产 12 万吨/年食品级净化磷酸项目”中的硫铁矿制酸装置同步建设，因此拟将该项目延期，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 

注 2：工程研究中心项目已经开始投入建设，建设期预计 24 个月，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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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A）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B) 
差异(A-B) 差异原因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

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

—150 万 t/a 中低品位

磷矿综合利用选矿装

置及配套设施 

247,244,368.64 317,240,000.00 -69,995,631.36 
项目已完工，工程款

未结清，尚在付款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

磷资源精深加工项目

—30 万吨/年硫铁矿制

硫酸装置 

230,000.00 241,557,900.00 -241,327,900.00 
项目延期，未正式投

入建设 

30 万吨/年硫铁矿制硫

酸项目 
158,898,512.21 201,977,900.00 -43,079,387.79 

项目已完工，工程款

未结清，尚在付款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工程研究中心 
3,699,258.20 52,000,000.00 -48,300,741.80 尚在建设中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1,293,998.48 131,107,158.87 186,839.61 账户孳息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  

合计 741,366,137.53 1,143,882,958.87 -402,516,821.3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21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总额

不超过 12.00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2021 年 9 月 17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止）有效，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

循环使用。上述议案经本公司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期内，本公司累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产品 14,000 万元，赎回到期理财产品 14,000 万元， 

5．未使用完毕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409,606,778.14 元，均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剩余募集资金本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需要，按规定使用。 

6. 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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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1-6月 

1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

源精深加工项目—150 万

t/a 中低品位磷矿综合利

用选矿装置及配套设施 

不适用 

达产年均销售收入

38,007.86 万元，达产后年

均利润总额 5,023.5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福泉市新型矿化一体磷资

源精深加工项目—30 万

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 

不适用 

达产年均销售收入

21,062.89 万元，达产后年

均利润总额 3,101.61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30 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

项目 
不适用 

达产年均销售收入

25,847.84 万元，达产后年

均利润总额 5,757.44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研究中心 
不适用 无（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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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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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研究中心没有具体的产品销售，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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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均不涉及以资产认购

股份的情况，认购款均以货币资金支付。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无差异。 

六、其他 

无。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30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5．未使用完毕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6. 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2020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5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并授权实施募投项目的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和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该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上述议案经本公司2020年10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总额不超过12.00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2021年9月17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有效，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上述议案经本公司2021年9月17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授权期内，子公司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1,545,000,000.00元，赎回到期理财产品1,545,000,000.00 元。
	5．未使用完毕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0元，已全部用于项目投资。
	6. 其他需说明事项：无。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注：募投项目“20 万吨/年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精深加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对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优化调整，同时项目建设受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人工费 用增长等原因，导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发生变化。2022年2月21日，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期限的议案》，变更后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限预计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无。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5．未使用完毕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六、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