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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90号）核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2.22元。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888,8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49,978,301.89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838,821,698.11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4-00035号验资报告。 

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888,800,000.00 

二、减：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49,978,301.89 

其中：2021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金额 
7,568,792.46 

三、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09,056,482.54 

其中：（1）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165,256,634.32 

（2）2021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92,416,593.41 

（3）2022年上半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51,383,254.81 

四、截止2022年6月30日尚未使用金额 529,765,215.57 

五、减：手续费支出 12,406.30 

其中：2022年上半年度手续费支出 3,051.86 

六、加：利息收入 16,218,9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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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22年上半年度利息收入 4,582,060.50 

七、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545,971,746.9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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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及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

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为方便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2020年12月2日

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2020年12月2日，公司子公司哈密

洪通能源有限公司、新疆巴州洪通燃气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共同方和保荐机构西

部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公

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545,971,746.96元，均为银行协定存款。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类型 存储金额（元） 

新疆洪通燃

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库尔

勒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银行 

65050170605200001068 协定存款 475,133,359.47 

新疆洪通燃

气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乌鲁木

齐分行营业部 
512010100101004916 协定存款 

已注销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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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

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分行 

3010024729200294346 协定存款 
36,886,734.54 

（注 1） 

新疆洪通燃

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库尔

勒开发区支行 

30316701040004949 协定存款 
已注销 

（注 2） 

哈密洪通能

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库尔

勒开发区支行 

30316701040005045 协定存款 30,372,883.41 

新疆巴州洪

通燃气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库尔

勒火车东站支行 

3010024429200074325 协定存款 4,028,769.54 

 合计 
 

    
546,421,746.96

（注 1） 

注1：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所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分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3010024729200294346）的募集账户存储

余额为36,886,734.54元，其中包含2022年6月15日畅加科技有限公司误转入的履

约保证金450,000.00元，扣除该事项后，其实有归属于募投资金的存储余额为

36,436,734.54元。2022年7月8日公司已将该笔保证金全额原路退还给畅加科技有

限公司。 

注2：公司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512010100101004916）、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开发区支行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30316701040004949）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

并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新疆

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025)。 

三、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第十三师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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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储备调峰及基础配套工程项目、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天然气供气工程项目和

“洪通智慧云”燃气信息化建设项目，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30,905.65万元（其中包含置换预先投入金额9,241.66万元）。具体见附件《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人民币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9,241.66

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756.88万元的自筹资金，至2021年1月28日，公司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9,998.54万元。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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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882.1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38.3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905.6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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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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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第十三师天然气储

备调峰及基础配套工

程项目 

否 73,065.67 70,025.67 4,702.16 21,044.15 30.05%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库尔勒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然气供气工程

项目 

否 11,174.95 11,174.95 283.24 9,347.61 83.65% 
截止报告期末已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尚未产

生效益 
不适用  否 

3. “洪通智慧云”燃

气信息化建设项目 
否 2,681.55 2,681.55 152.92 513.89 19.1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6,922.17 83,882.17 5,138.33 30,905.65 36.84%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无  无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无  无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86,922.17 83,882.1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人民币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9,241.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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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756.88 万元的自筹资金，至 2021年 1月 28 日，公司进行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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