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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264 号）核准，河北

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润农节水”）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普通股 4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 4.7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8,000,000.00 元，扣除保荐机构券商承销保荐费后到账

净额为 175,510,405.94 元，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6 日。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与具体使用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润农节水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玉田支行 
6200520100000102301  712,241.45  

润农节水 
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40302200000002269159 27,221,707.73  

山西润农 
山西襄汾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605103010300000197644 4,945,525.19   

 合计    32,879,474.37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期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一、可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券商承销保荐费）        71,971,210.83  

募集资金总额        71,369,530.18  

利息收入           601,680.65  

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39,091,736.46  

1、销售服务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62,013.50 

设备 62,013.50 

2、补充流动资金         38,975,248.15  

材料采购     31,462,969.75 

工程施工劳务费      4,216,934.68 

支付职工薪酬 1,986,261.57 

其他        1,309,082.15 

3、节水灌溉装备产业基地项目 54,474.81 

流动资金            54,474.81  

三、剩余募集资金        32,879,474.3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证券法、证监会和北

交所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做了具体的规定。依照上述规定，公

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银行、主办券商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存放

与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得到切实执行。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投项目可行性存在重大变化 

募投项目“销售服务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包括销售服务中心和营销网

络建设两部分，其中销售服务中心建设大部分已使用政府补贴和公司自有资金完

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为： 

（1）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了关于延

迟复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而营销网络建设主要内容是在域外建设

驻外营销机构及办事处以达到占领当地市场及完善售后的需要，疫情防控措施导

致营销网点建设进度放缓。2021 年，全国各地疫情呈多点复发蔓延趋势，给人

员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提高沟通效率，降低差旅成本，并尽量避免因疫情突发

造成的工作延迟，公司以线上会议、远程沟通等方式替代现场会议形式，因此驻

外营销办事处建设需求也相应减少。 

（2）公司“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系统研发提前完成，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中“销

售网点管理及产品溯源”模块可较大程度代替原募投项目营销网络的功能。综上

所述，公司从实际情况出发，鉴于近年来疫情反复，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急需的

项目，并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未来是否继续投资营销网点建设，如有需要将以自

筹资金实施。上述调整符合公司“节约成本、科学投资”的经营宗旨，可行性产生

变化具备充分性。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无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议案，同意将部分原计划用

于“销售服务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资金用于“节水灌溉装备产业基地项

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及 2022 年 5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新设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

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变更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9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175,510,405.9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091,736.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1,491,342.8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6,708,231.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29.34% 

募集资金用途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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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募投项目销售服

务中心及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 

是 250,764.50 62,013.50 250,764.5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募投项目补充流

动资金 
是 145,629,235.50 38,975,248.15 146,402,991.91 100.5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募投项目节水灌

溉装备产业基地

项目 

是 30,000,000.00 54,474.81 54,474.81 0.18% 
2023 年 9 月

30 日 
不适用 否 



 

合计 -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

划进度项目，如存在，请说明应对措施、投资

计划是否需要调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募投项目“销售服务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

公司进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调整，将部分原计划用于“销售服务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的资金用于“节水灌溉装备产业基地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投项目“销售服务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包括销售服务中心和营销网络建设

两部分，其中销售服务中心建设大部分已使用政府补贴和公司自有资金完成建设并投

入使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为： 

（1）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了关于延迟复

工、限制物流人流等疫情防控措施，而营销网络建设主要内容是在域外建设驻外营销

机构及办事处以达到占领当地市场及完善售后的需要，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营销网点建

设进度放缓。2021 年，全国各地疫情呈多点复发蔓延趋势，给人员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为提高沟通效率，降低差旅成本，并尽量避免因疫情突发造成的工作延迟，公司以线

上会议、远程沟通等方式替代现场会议形式，因此驻外营销办事处建设需求也相应减

少。 

（2）公司“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系统研发提前完成，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中“销售网



 

点管理及产品溯源”模块可较大程度代替原募投项目营销网络的功能。综上所述，公司

从实际情况出发，鉴于近年来疫情反复，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急需的项目，并将根据

市场情况决定未来是否继续投资营销网点建设，如有需要将以自筹资金实施。上述调

整符合公司“节约成本、科学投资”的经营宗旨，可行性产生变化具备充分性。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情况说明 

详见 2022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及 5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新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无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无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借款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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