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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现将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63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3.34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89元，本次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496,334,326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以及相关发行费用42,067,924.49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454,266,401.5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7日到位，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8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华验字【2020】000131号”《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3.34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

全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项目 序号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A  454,266,401.5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98,953,156.35  



利息收入净额 B2  13,701,668.95  

手续费 B3  1,090.86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19,763,284.02  

利息收入净额 C2  4,953,422.69  

手续费 C3  360.0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18,716,440.37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8,655,091.64  

手续费 D3=B3+C3  1,450.86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  335,549,961.14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54,203,601.92  

差异 G=E-F  -18,653,640.78  

备注：差异主要为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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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5月，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泰然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彩田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2020年10月，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巴中市卓创科技有限公司、保荐机

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和义务，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

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投项目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专户余额 

截止日未到期现

金管理投资产品

余额 

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 

442501000039000

02516 
55,680,000.00 51,522,902.21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交通银行深圳红荔支

行 

443066041013000

939634 
159,440,000.00 14,588,130.98 13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交通银行深圳彩田支

行 

443066175013000

946300 
42,556,401.51 --- --- 

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755916234410808 196,590,000.00 41,975,279.28 90,000,000.00 

755951608510909 --- 26,117,289.45 --- 

合 计   454,266,401.51 134,203,601.92 220,00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976.33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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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实施方式为“购置场地”，并计划于2023年4月

15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写字楼售价较高且符合公司使用条件的写字楼数

量较少，该项目一直未能购置合适的场地，进而导致该募投项目未能按原计划进

度实施。 

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6月2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期限变更的议案》。公司在综

合考虑募投项目“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

前提下，将该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由“购置场地”变更为“与其他企业组成联合体共

同参与南山区留仙洞七街坊T501-0106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竞买



并在该地块上进行合作建设开发”，并根据上述地块建设进度的约定，将该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2027年6月30日。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6

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实施期限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24日为公司出具的《深

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

证报告》（大华核字[2020]007105号），截至2020年4月1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5,438,682.84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20年

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8月24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5,438,682.84元。2020年10月28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

工作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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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1年第二次会议，2021年9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5亿元（含

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3亿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

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

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金额（万

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看跌两层

区间 94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0 2021-11-26 2022-2-28 40.0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94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3,000.00 2021-11-29 2022-3-3 105.4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看跌两层

区间 90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0 2021-11-30 2022-2-28 38.8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看跌两层

区间 90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00 2021-12-1 2022-3-1 23.3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看涨两层

区间 91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00 2022-3-3 2022-6-2 76.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型看涨两层

区间 63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00 2022-3-7 2022-5-9 15.7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95 天（黄金挂钩看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3,000.00 2022-3-7 2022-6-10 104.8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间 61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00 2022-5-13 2022-7-13 未到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间 61

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6,000.00 2022-6-9 2022-8-9 未到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63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0 2022-6-16 2022-8-18 未到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90 天（黄金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

益型 
8,000.00 2022-6-16 2022-9-14 未到期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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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2年6月30日，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尚余资金51,522,902.21

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51,522,902.21元；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余资金

144,588,130.98 元，其中：结构性存款 13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

14,588,130.98元；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尚余资金158,092,568.73

元，其中：结构性存款90,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68,092,568.73元。国内运

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剩余未

使用资金共计18,943.82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将



用于建设新项目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仪研发生产项目。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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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规划，将该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调整为6,000.00万元，另外，拟

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将尚

未投入上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18,943.82万元（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 具

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项目“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仪

研发生产项目”建设，实施主体为公司惠州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金额

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39.80%（不含银行利息和现

金管理收益）。 

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6月2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具体变更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426.64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976.3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943.82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1,871.6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943.8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80%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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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利润）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是  19,659.00   6,000.00   712.68   4,610.64  76.84% 2022 年 12 月 31 日 0    不适用 是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15,944.00   15,944.00   1,090.71   2,393.48  15.01% 2027 年 6 月 30 日 0 不适用 否 

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5,568.00   611.88   172.94   611.88  100.00% 已终止 0 不适用 是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4,255.64   4,255.64  0     4,255.64  100.00% 不适用 0 不适用 否 

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仪研发生产

项目 
是 0 18,943.82 0 0 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0 不适用 否 

合计    45,426.64   45,755.34   1,976.33   11,871.6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受新冠疫情影响，

该项目的装修进展、设备购置安装等有所延缓，导致募投项目未能按原计划进度实施。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

司基于审慎原则，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及投入情况，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内外部环境因素，同意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

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

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1.“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设选址四川省巴中市，旨在通过新建生产车间并引入先进生产设备，扩大公司产能，缓解公司产能利用率处

于较高水平的状况，避免因产能不足导致订单流失，错失发展良机。该项目立项时间较早，后续项目建设受疫情突发影响，装修进展、设备购置安装等

有所延缓，导致募投项目未能按原计划进度实施。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原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缩减至 6,000.00 万元，继续完成巴中项目

一期建筑工程建设、设备购置和流动资金的投入，并变更该项目剩余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优先用于在惠州潼湖进行“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仪研发生产



项目”的建设。 

2.“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拟对北京、上海的营销中心进行升级，并在成都、武汉设立新的营销中心，以完善企业销售布局。该项目立项较早，

尚未考虑疫情影响。自 2019 年末以来，疫情导致我国多地停工停产，对公司原募投项目营销网点的线下布局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人员招聘及场地租赁均

难以按原计划进行。考虑到后续疫情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原“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尚未

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仪研发生产项目”建设，以优先缓解公司生产瓶颈并搭建研发生产协同平台。 

募集资金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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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实施方式为“购置场地”，并计划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写字楼售价较高且符合公司使用条件的写

字楼数量较少，该项目一直未能购置合适的场地，进而导致该募投项目未能按原计划进度实施。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期限变更的议案》。公司在综合考虑募投项目“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公司未来发

展规划的前提下，将该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由“购置场地”变更为“与其他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南山区留仙洞七街坊 T501-0106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挂牌出让竞买并在该地块上进行合作建设开发”，并根据上述地块建设进度的约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具体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实施期限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0）。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20 年 8 月 24 日，第一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438,682.84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审核并出具了《深圳市华

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0]0071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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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尚余资金 51,522,902.21 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51,522,902.21 元；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余资

金 144,588,130.98 元，其中结构性存款 13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 14,588,130.98 元；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尚余资金 158,092,568.73

元，其中结构性存款 9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 68,092,568.73 元。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剩余

未使用资金共计 18,943.82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将用于建设新项目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仪研发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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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华盛昌智能传感测量 

仪研发生产项目 

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国内运营及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 

18,943.82 0.00 0.00 0.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8,943.82 0.00 0.00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新募投项目有利于公司搭建研发生产协同平台以加速产品创新，项目实施更具紧迫性。

2、疫情原因导致线下营销网点布局困难，新募投项目实施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2022 年第

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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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