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408          证券简称：三环集团        公告编号：2022-35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1、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6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9,033,43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52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74,999,993.6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

民币 21,421,226.36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153,578,767.24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20年 10月 21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于 2020年 10月 23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556号”《验资报告》。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91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9,591,419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16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99,999,968.04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

民币 20,188,293.64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879,811,674.40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21年 11月 25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于 2021年 11月 29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C10468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2,153,578,767.24 

加：利息收入 11,783,993.71 

加：理财收益 43,429,412.63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1,584,219,892.97 

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185,657,752.50 

减：银行手续费 73,906.74 

减：理财产品 250,000,000.00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74,498,373.87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由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提高至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其中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最高额度仍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其中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金额 申购日 到期日 

中国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50,000,000.00 2022-05-31 2022-07-05 

中国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0,000,000.00   2022-04-11 2022-07-14 

合计 250,000,000.00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879,811,674.40 

加：利息收入 23,270,517.74 

加：理财收益 20,496,130.48 

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244,743,036.22 

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13,169,730.21 

减：银行手续费            13,342.01 

减：理财产品 1,780,000,000.00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98,821,944.39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由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提高至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其中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最高额度仍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其中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金额 申购日 到期日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00.00  2022-01-14 2022-07-18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100,000,000.00  2022-01-14 2022-07-18 

中国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800,000,000.00  2021-12-27 2022-07-01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0,000,000.00  2022-01-04 2022-07-06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0,000,000.00  2022-01-04 2022-07-06 



中国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300,000,000.00  2022-04-11 2022-07-14 

交通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40,000,000.00 2022-05-31 2022-09-06 

交通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40,000,000.00 2022-05-31 2022-09-06 

合计 1,780,000,00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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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项

目支出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1、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年 11月，公司组织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1年 12月，公司组织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

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

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374,498,373.87元，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 44050180869900001933 45,306,564.78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2004024029200244709    135,087.46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495495182013000055053 43,184.54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32430882 656,053.25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8110901014601228000 54,109,224.3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730273829892 74,334.78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2004024029200247938 274,173,924.76 活期 

合计 374,498,373.87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1,898,821,944.39元，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635375138789 282,203,239.01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 44050180869900002295 703,397,958.85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33903430 146,124,334.78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675675248647 10,163.20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34131585     162,965,722.24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2004024029200283679 160,508.1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 44050180869909002021 603,892,970.40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495495182013000124838 67,047.81 活期 

合计 1,898,821,944.3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半年度实

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1 及附表 1-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5G 通信用高品质

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三环集团变更为三环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南充三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三环”），实施地点相

应由广东省潮州市变更为广东省潮州市及四川省南充市。本次变更事项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2、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

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容量系列多

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南充三环变更为南充三环及三环集团

全资子公司德阳三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三环”），实施地点相应由

四川省南充市变更为四川省南充市及四川省德阳市。本次变更事项已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85,657,752.50 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

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586 号）。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185,657,752.50 元，资金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置换金额 

1 
5G 通信用高品质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

技术改造项目 
182,511,779.10 182,511,779.10 

2 半导体芯片封装用陶瓷劈刀产业化项目 3,145,973.40 3,145,973.40 

 合  计 185,657,752.50 185,657,752.50 

本次置换事项已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2、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3,169,730.21 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C10271 号）。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3,169,730.21 元，资金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置换金额 

1 高容量系列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项目 11,952,031.06 11,952,031.06 

2 深圳三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1,217,699.15 1,217,699.15 

 合  计 13,169,730.21 13,169,730.21 



本次置换事项已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情形。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除经批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均存储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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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附表 1-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5,357.88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0,6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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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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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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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G 通信用高品质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

扩产技术改造项目 

否 
189,500.00 187,448.12 16,497.16 134,345.19  71.67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076.68 是 否 

2.半导体芯片封装用陶瓷劈刀产业化项

目 

否 
28,000.00 27,909.76 4,156.45 24,076.80 86.27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794.61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7,500.00 215,357.88 20,653.61 158,421.99 -- -- 5,871.29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计 
-- 217,500.00 215,357.88 20,653.61 158,421.99  -- -- 5,871.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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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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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5G 通信用高品质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三环集团变更为三环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南充三环，实施

地点相应由广东省潮州市变更为广东省潮州市及四川省南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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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2 日及 2020 年 12 月 3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8,565.78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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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经批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信息披露合规，不存在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不规范情形。 

 



附表 1-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7,981.17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1,5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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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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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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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容量系列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

项目 

否 
375,000.00 372,981.17 20,991.88 23,939.55 6.42 

2024 年 5 月

1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深圳三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否 
15,000.00 15,000.00 533.31 534.75 3.57 

2023 年 5 月

1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90,000.00 387,981.17 21,525.19  24,474.30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合计 
-- 390,000.00 387,981.17 21,525.19    24,474.3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1、高容量系列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如下：受疫情及宏观环境等影响，消费电子等下游行业需求不稳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响。 

2、深圳三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如下：受疫情影响，工期等有所延缓，对项目的实施进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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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容量系列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南充三环变更为南充三环及三环集团全资子公司德阳三环，实施地点

相应由四川省南充市变更为四川省南充市及四川省德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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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17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316.97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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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经批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信息披露合规，不存在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不规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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