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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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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编制的 2022 年上半年度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7 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37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于 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2,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5.8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9,040,000.00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

民币 13,866,037.73 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5,173,962.27 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并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众会字【2017】第 631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0 年 11 月 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42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23,966,942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3.6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999,999.46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币 5,895,251.83 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4,104,747.63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并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出具众会字【2021】第 0362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1、募集资金到位 405,173,9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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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2,894,216.62 

3、购买结构性存款投资收益 10,704,890.11 

4、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347,688,814.40 

5、专户销户余额转入一般户及手续费 3,474,217.47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67,610,037.13 

2、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1、募集资金到位 444,104,747.63 

2、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1,191,992.99 

3、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865,963.70 

4、补充流动资金 84,104,747.63 

5、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及手续费 176,632,560.49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185,425,396.20 

（三）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

及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67,610,037.13 

1、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391,461.48 

2、募集资金暂补流支出 30,000,000.00 

3、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及手续费 7,568,327.07 

2022 年 6 月 30 日专户余额 30,433,171.54 

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1）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391,461.48 元。 

（2）2022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 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闲置募集资金 5,2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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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1,000 万元，于

2022 年 4 月 1 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2,000 万元，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

资金暂补流支出 3,000 万元。 

（3）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对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 7,568,327.07

元，其中： 

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 28,500 万元用于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资金 228,328,062.95 元，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支付资

金 7,568,327.07 元。 

2、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

况及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185,425,396.20 

1、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 706,175.67 

2、募集资金暂补流支出 68,000,000.70 

3、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及手续费 30,861,241.95 

2022 年 6 月 30 日专户余额 87,270,329.92 

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1）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706,175.67 元。 

（2）2022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闲置募集资金 6,8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1,400 万元，

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5,400 万元，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暂补流支出 6,800 万元。 

（3）2022年 1月 1 日-2022 年 6月 30日，对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 30,861,241.95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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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用于烟台安诺其“22,750 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使用募集

资金 7,000 万元，用于烟台安诺其“年产 10,000 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

目”；使用募集资金 4,000 万元，用于烟台安诺其“年产 5,000 吨数码墨水项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5 月 9 日对募集资金项目前期使

用自筹资金投入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众会字（2021）第 05464

号），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37,637,908.85

元，其中：22,750 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置换 121,307,222.85 元，年产 10,000 吨广谱

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置换 15,910,000.00 元，年产 5,000 吨数码墨水项目置

换 420,686.00 元。 

22,750 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募集资金（含已置

换金额）共计 160,180,031.99 元，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支付资金

25,576,266.05 元。 

年产 10,000 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

支付募集资金（含已置换金额）共计 15,910,000.00 元，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支付资金 450,015.00 元。 

年产 5,000 吨数码墨水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募集资金（含已置

换金额）共计542,528.50元，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支付资金4,834,960.9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各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如下： 

1、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账户类别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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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司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分别同保荐机构、募集

专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具体如下： 

1、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专户签约情况如下： 

2017年11月27日，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普陀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11月27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普陀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12月5日，公司、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七宝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9年1月17日，公司、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

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利息收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普

陀支行 
98140078801200000071 活期账户 30,433,171.54 2,617,783.78 

合计   30,433,171.54  2,617,783.78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账户类别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利息收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36620180800201889 活期账户     51,967.91  51,967.9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支行 
121941190810881 活期账户 66,092,688.78 1,069,367.6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松江支行 

70040122000495609（已销

户） 
活期账户 0.00 398,117.3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金沙江支行 
216280100100233089 活期账户 38,724.92 622.5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支行 

03880660040038000（已销

户） 
活期账户 0.00 347,389.2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金沙江支行 
216280100100232920 活期账户 21,086,948.31 30,703.94 

合计   87,270,329.92   1,898,1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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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七宝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由于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签订了《关于上

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对公司2017年11月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情况的持续督导义务解除，海通证券对公司2017年11月非公开

发行股票未完成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情况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建投完成。因此，

2020年7月10日，公司及中信建投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重新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及

中信建投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七宝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

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七宝支行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上述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因此公司及中信建投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安诺其化工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七

宝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及中信建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七宝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9日发布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2、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专户签约情况如下： 

2021年5月7日，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1年5月7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公司上海松江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1年5月7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签订《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1年5月7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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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2022年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议案》。公司将原存放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的用于“公司年产10,000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全部募集资金余额

（含利息），转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沙江支行；公司将原存放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的用于“公司年产5,000吨数码墨水项

目”的全部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转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沙江支行。 

2022年1月19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与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解除，并注销专户，截止

2022年1月19日账面余额488,117.38元（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转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金沙江支行216280100100233089账户中。 

2022年1月20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解除，

并注销专户，截止2022年1月20日账面余额25,834,884.37元（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

转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沙江支行216280100100232920账户中。 

2022年1月24日，公司、烟台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公司上海金沙江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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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7 年 11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517.4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6.8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525.7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3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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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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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 否 28,500 28,500 756.83 23,589.64  82.77% 2023-7-31  不适用 否 

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 是 13,000  4,017  0  3,904.09 97.19% --  不适用 是 

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否 0  5,000  0  5,031.98 100.64% --  不适用 否 

流动资金 否  3,000  3,000  0  3,000 100.00%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4,500     40,517 756.83 35,525.71 -- --  -- -- 

合计   44,500  40,517 756.83 35,525.7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为 5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28,500 万元。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生产线及配套设施。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3,589.64

万元，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为 3,043 万元（未包含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3000 万元,但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该项目一期工程已于 2017 年建成投产，一期工程已达到 16,177 吨分散染料中间体的产能，主要生产的产品品种为分散染料酯化液、

二烯丙基物、间二乙基物等品种，中间体一期项目的投产，稳定公司的原料供应。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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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对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

目的二期工程进行延期，二期工程原规划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建设完工，延期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完成，延期的主要原因为：（1）

公司根据染料市场竞争态势变化、市场需求新动态，对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的二期工程进行了部分产品品种结

构调整，但自 2017 年开始山东省对省内所有化工园区进行重新评估认定，2019 年上半年烟台精细所在化工园区已重新认定完毕，

评估认定期间暂停新项目立项及建设，公司调整后的二期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完成项目立项申报和环评批复；（2）公司自 2018 年 6

月开始筹划东营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项目，新设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筹建“年产不低于 5 万吨染料及相关中间体项目”，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统筹推进各在建项目，以期达到最优的产能效益。公司计划将“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

二期工程所生产的中间体与东营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项目进行配套，协调推进项目的共同建设。但由于前期土地选址、审批等各项

筹备事宜较为复杂，东营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项目直至 2021 年 7 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22 年底可以进行部分车间的试生产，

因此“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的建设进度相应暂缓。鉴于公司在建项目的全盘考虑以及各项目之间产品的配套，

公司采取审慎的态度把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以保障资金的安全、合理、高效运用。因此，“烟台年产 30,000 吨染料中

间体生产项目”二期工程延期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建设完成，届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为 13,000

万元，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故对“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行调整，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由

13,000 万元调整为 9,017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原“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其中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烟台尚乎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因此“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4,017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针

对“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904 万元，投资进度为 97.19%。2019 年 3 月，江苏安诺其所属化工园区发生爆

炸事故，受不可抗力影响，园区整体关停整顿，“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停止实施，公司将部分设备转移至烟台“22,750 吨染料及中

间体项目”使用。2020 年，江苏安诺其与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企业退出补偿协议》，江苏响水生

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同意支付江苏安诺其补偿费用合计 53,561,223.89 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项目工程尾款已全部付清。

2021年 4月 2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将该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3,387,402.52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21 年 4 月注销，余额转入一般

户，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收到响水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准予江苏安诺其注销登记，江苏安诺其已完成工商注销登记，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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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江苏活性染料技改

项目”其中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地点由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

园区江苏安诺其厂区内调整至山东省烟台市蓬莱经济开发区烟台尚乎数码厂区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1、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原“江苏活性

染料技改项目”其中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 

2、2021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 “烟台尚乎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终止实施。“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15,26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5,000 万元，该项目

原计划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建设完成。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5,032 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完

毕，自有资金部分尚未完全投入。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及房屋改造，完成部分设备安装，建成部分产能，可实现年产数码印花

袜子 448.8 万双，数码印花高端丝巾 172.8 万米，数码印花 T 恤 108 万件。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变更，主要原因是：2020 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下游消费信心不足，公司现有产能可以满足目前市场消费需求。考虑到下游消

费市场恢复的不确定性，为降低投资风险，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审慎研究，公司对“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进

行变更，后续根据疫情后市场恢复情况，再使用自有资金增加设备，迅速扩大产能。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于 2021 年 5 注销，转入

一般户金额合计 6,107.28 元，发生手续费 468.00 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从2016年6月起，以自筹资金投入烟台年产30,000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截止2017年11月，先期投入金

额合计10,111.62万元，自筹资金投入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截止2017年11月，先期投入金额合计1,419.03万元，经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审核报告。2017年11月募集资金到位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并知会保荐代表

人，于2017年12月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金额11,530.65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2019年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

况，公司及子公司拟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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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0年8月到期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经公司2020年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1年8月到期已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经2022年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2017年11月非公开发行股份闲置募集资金5,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2022年3月11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1,000万元，于2022年4月1日，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支出2,000万元，截止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暂补流支出3,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无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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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410.4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86.1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159.8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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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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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0 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 否 25,000 25,000 2,557.63 18,575.63  74.30% 2023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否 

年产10,000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

项目 
否  7,000  7,000   45.00   1,636.00 23.37% 2022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否 

年产 5,000 吨数码墨水项目 否  4,000  4,000 483.50    537.75 13.44% 2022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否 

流动资金 否  9,000  8,410    0.00   8,410.47 100.00%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5,000    44,410  3,086.13  29,159.86 -- --  -- -- 

合计   45,000 44,410  3,086.13  29,159.8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1、22,750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延期原因说明 

“22,750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25,928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25,000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14,750

吨活性染料、2,000吨2-溴-4-硝基-6-氯苯胺中间体及6,000吨还原物生产线及配套设施。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已使用募

集资金18,576万元，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的余额为6,609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议案》，针对“22,750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中剩余的6,000吨还原物项目的建设进行延期，原规划于2022年6月30日建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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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延期至2023年12月31日完成，延期的主要原因是：6,000吨还原物作为“烟台年产30,000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二期工程所

生产的中间体的原料，其建设进度应与“烟台年产30,000吨染料中间体生产项目”二期工程相匹配，根据公司在建项目的全盘考虑

以及各项目之间产品的配套，公司对6,000吨还原物的建设延期至2023年12月31日建设完成，届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年产5,000吨数码墨水项目延期原因说明 

“年产5,000吨数码墨水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4,135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4,000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5,000吨数码

墨水项目生产线及配套设施。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538万元，存放在募集资金账户的金额为2,108万元

（未包含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1,400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年产5,000吨数码墨水项目原规划于2022年6月30日建设完工，延期至2022年12月31日完成，延期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公

司主要建设项目分别为22,750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以及5.27万吨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项目，根据公司整体项目建设规划，公司采取

审慎的态度把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以保障资金的安全、合理、高效运用。因此该项目延期至2022年12月31日建设完

成，届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自2020年6月起,以自筹资金投入22,750吨染料及中间体项目，截止2021年4月，先期投入金额合计12,130.72

万元，自筹资金投入年产10,000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截止2021年4月，先期投入金额合计1,591万元，自筹资金

投入年产5,000吨数码墨水项目，截止2021年4月，先期投入金额合计42.07万元，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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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2021年4月募集资金到位后，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并知会保荐代表人，于2021年5月用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13,763.79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8月2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2021年08月30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4,000

万元，并于2021年12月29日，公司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2年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2021年4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闲置募集资金6,8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2022年1月11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1,400万元，于2022年1月12日，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支出5,400万元，截止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暂补流支出6,8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无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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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更募集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变更情况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原“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其中的 5,000 万元募集

资金变更用途用于“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 2019 年 3 月，江苏安诺

其所属化工园区发生爆炸事故，受不可抗力影响，园区整体关停整顿，“江苏活性染料

技改项目”停止实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针对“江苏活性染料技改项目”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904 万元，投资进度为 97.19%。2020 年，江苏安诺其与响水生

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企业退出补偿协议》，江苏响水生态

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同意支付江苏安诺其补偿费用合计 5,356.12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工程尾款已全部付清。2021 年 4 月 2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将该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338.74 万元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该项目募集资金账

户已于 2021 年 4 月注销，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转至一般户。 

（二）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变更情况 

2021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鉴于“烟台尚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完

毕，虽自有资金部分尚未完全投入，但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及房屋改造，完成部分

设备安装，并建成部分产能，现有产能可以满足目前市场消费需求，为降低投资风险，

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公司拟对该项目进行变更，后续根据疫情后市场恢复情况，

再使用自有资金增加设备，迅速扩大产能。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21 年 5 注销，

剩余募集资金 6,107.28 元已转至一般户。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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