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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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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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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将2022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935 号）核准，公司采用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2.2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45,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48,952,830.19 元，余额为人

民币 596,047,169.81 元，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596,047,169.81 元，扣除公司

自行支付的审计费、律师费、验资费、信息披露费和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人民

币 9,344,669.8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6,7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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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出具

XYZH/2018JNA40251 号《验资报告》。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71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日公开发行了 5,001,27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500,127,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4,718,179.25

元，余额为人民币 495,408,820.75元，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495,408,820.75 元，

扣除公司自行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资信评级费、信息披露费和发行手续费等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673,596.8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3,735,2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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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出具 XYZH/2020JNA4013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8-2020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464,994,754.60 元，累

计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10,499,214.63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4,520.40

元。 

202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40,621,754.00 元，其中：年产 50

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使用 9,004,754.00 元，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

目使用 0元，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使用 31,617,000.00 元。公司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 2,464,609.15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1,085.00 元。 

2022 年 1-6 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22,843,800.00 元，其中：年

产 50 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使用 0元，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使用

0元，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使用 22,843,800.00 元。公司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 717,750.04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0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528,460,308.60

元，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13,681,573.82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5,605.40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1,918,159.82 元，其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 11,918,159.82 元，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00.00 元。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公司智能冷链设备及商用自动售货设备产业化项目累计使用

36,506,718.20 元，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4,495,001.30 元，累计支付

银行手续费 64.00 元。 



2021 年度，公司智能冷链设备及商用自动售货设备产业化项目使用

112,947,990.70 元，公司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 12,099,286.72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92.00 元。 

2022 年 1-6 月，公司智能冷链设备及商用自动售货设备产业化项目使用

14,476,308.00元。公司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 5,143,470.90元，

支付银行手续费 147.92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公司智能冷链设备及商用自动售货设备产业化项目

累计使用163,931,016.90元，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21,737,758.92元，

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303.92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51,541,661.96 元，其中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1,541,661.96元，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330,00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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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和报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2、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执行情况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8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

协议》，补充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严格按协议

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3803028438000000696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37150199780609899999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222136548893 11,918,159.82 

合计   11,918,159.82 

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未包含公司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00.00 元。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 
69040078801800002245 21,541,661.96 

合计   21,541,661.96 

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未包含公司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330,000,000.00 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三《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

237,784,887.40 元。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237,784,887.40 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相关规定，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 专 项 鉴 证 报 告 。 具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上 海 证券 交 易 所 官 方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形。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形。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8月 5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上述决议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5月 24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

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公司对利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17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公司对利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 2022 年 1-6月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金额 是否赎回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3,550 2022/3/28 2022/5/16 7.15 是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3,450 2022/3/28 2022/5/13 14.09 是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3,100 2022/6/9 2022/8/10 不适用 否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 
2,900 2022/6/9 2022/8/9 不适用 否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8月 5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上述决

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5月 24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

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公司对利用可转换公司

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17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

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公司对利用可转换公司债

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 2022 年 1-6月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金额 是否赎回 

浦发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利多多公司

稳利 21JG6441 期（3 个月

看涨网点专属）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7,000 2021/10/20 2022/1/20 54.25 是 

浦发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稳利 21JG6553 期（3 个月

看跌网点专属）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26,000 2021/12/8 2022/3/8 201.5 是 

浦发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稳利 22JG6292 期（3

层看涨）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33,000 2022/3/10 2022/5/16 181.5 是 

浦发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稳利 22JG3588 期（3

个月看跌网点专属）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33,000 2022/6/1 2022/9/1 不适用 否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 8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将“年产 50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和“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

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7）、《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之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募集资金专户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已于 2021 年 9 月核销，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 68,120,342.03 元已转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募集资

金专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已于 2021 年 8月核销，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 15,282.11 元已转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A.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5 月 6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10 万台超低温冷链设备项目”

（以下简称“原项目”）变更为“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以下简称

“新项目”），变更募投项目相应的资金缺口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原项目主要规

划生产超低温冷柜、冷链物流配送箱、社区生鲜自提柜等产品，应用于高档餐饮、

高端家庭、医用行业、生鲜电商行业等，主要用于拓展丰富公司产品类型，抢占

新兴市场，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2015 年规划原项目后，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

变化，原项目整体的市场规模低于预期，投资回报期变长，若继续按计划投资原

项目将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目标。从审慎投资角度出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拟缩小原项目投资规模，调整原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商用立式冷

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且原项目已投入的厂房和设备等在新项目中继续使用。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6 月 24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冷链设备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扩大“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变更募投项目相

应的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冷链设备研发中

心建设募投项目，主要为了满足当时对研发场地和研发能力的迫切需求。公司上

市后，公司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企业和产品形象不断提升，对冷链设备研发中心

的技术研发能力、实验和检测设备配置、信息化建设、新品陈列、企业形象展示

的要求均大幅提高，因此有必要增加冷链设备研发中心的研发设备投入和功能拓

展项目，以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研发和展示需求。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上述募投变更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形。 

B.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了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况。 

 

附件：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6 日



附件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8,670.2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84.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240.1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846.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4.5%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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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50万台冷链

终端设备项目 
否 31,159.07 31,159.07 31,159.07 - 24,984.58  -6,174.49 80.18 

2021年 6月

30日 
6,235.13 不适用 否 

年产 10万台超低

温冷链设备项目 
是 14,875.90 - - - -  - -  - - - - 

冷链设备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是 5,364.28 5,364.28 5,364.28 2,284.38 5,524.01  159.73 102.98 

2022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7,271.00 7,271.00 7,271.00 - 7,271.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商用立式冷藏展示

柜扩大生产项目 
是 - 14,875.90 14,875.90 - 15,066.44  190.54 101.28 

2020年 12

月 31 日 
3,449.02 不适用 否 

合计 — 58,670.25 58,670.25 58,670.25 2,284.38 52,846.03 -5,824.22 - - 9,684.1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A.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A.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1）公司“年产 50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募集资金 31,159.07 万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累计使用 24,984.58 万元，累计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637.57 万元，累计

手续费支出 0.03 万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6,812.03 万元。 

（2）募集资金结余形成原因： 

①项目基建投入节余资金 5,067.38 万元，其中土建及装修相关的材料如钢筋、水泥等价格下降节余资金

3,646.37 万元；辅助工程投入节余资金 89.39 万元；预估的其他费用（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及其他费

用）通过招投标等管理控制方式节余资金 315.95 万元；尚未支付的建筑工程质保金等费用 1,015.67 万元，

由于建筑工程质保期较长，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后续由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②项目设备投入超出预计 1,255.59 万元，由项目基本预备费 1,352.32 万元补足，基本预备费节余 96.73

万元； 

③未转出的铺底流动资金 1,010.38 万元； 

④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余额 637.54 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件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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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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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立式冷藏展示

柜扩大生产项目 

年产 10万台超低温冷链设

备项目 
14,875.90 14,875.90 - 15,066.44 101.2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449.02 不适用 否 

冷链设备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5,364.28 5,364.28 2,284.38 5,524.01 102.98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0,240.18 20,240.18 2,284.38 20,590.45 - - 3,449.02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A.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附件三：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9,373.52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47.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393.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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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冷链设备及

商用自动售货设

备产业化项目 

否 49,373.52 49,373.52 49,373.52 1,447.63 16,393.10 -32,980.42 33.20 
2023年 12

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9,373.52 49,373.52 49,373.52 1,447.63 16,393.10 -32,980.4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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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B.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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