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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下发的《关于同意山东凯盛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26 号），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17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1,020.00 万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830.85 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28,189.15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到账，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出具了川华信验（2021）第 0076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

支行 
37050163624100001385 3,568,498.48 

2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龄支行 801107901421008783 53,971,143.49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 245544822941 13,753,503.88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 241644853635 956,455.78 

 合计   72,249,6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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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转入公司募集资金 290,754,716.98 

减：募集资金到位后支付发行费用 3,396,226.42 

减：置换预先投入发行费用 5,467,018.79 

减：置换预先投入工程投资 30,542,397.04 

减：直接支付工程款 4,098,135.62 

减：置换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 29,558,165.80 

减：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729,998.95 

加：理财收益 1,826,829.37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72,249,601.6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20 年 6

月 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 年 6 月 17 日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等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在前述议案中，对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等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的审批流程进行了详细规定。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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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

川支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龄支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情况 

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8,189.15 万元低于《山东凯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募投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55,000 万元，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芳纶聚合单体两万吨装

置扩建项目（二期） 
18,000.00 18,000.00 - 

2000 吨 /年聚醚酮酮树

脂及成型应用项目 
32,000.00 32,000.00 23,189.15 

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 8,000.00 5,000.00 5,000.00 

合计 58,000.00 55,000.00 28,189.15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说明 

详见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22 年 11 月，公司 2000 吨/年聚醚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目首期 1000 吨/

年生产装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公司已对上述项目首期进行

结项。聚醚酮酮作为高性能新材料，其附加值和性能均处于材料金字塔的塔尖，

但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包括 PEKK 在内的部分高端新材料的下游应用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带动上述高端材料的市场表现欠佳。经公司审慎评判，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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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年 PEKK 产能预计可满足当前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泰和新材、韩国可隆等

主要芳纶企业纷纷实施扩产计划，芳纶聚合单体市场新增需求明确且迫切。此外，

三氯化铝市场情况良好，且考虑到 PEKK 在生产制备过程中对于催化剂三氯化

铝的品质要求较高，而当前市场上三氯化铝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公司自备三氯化

铝的需求较为迫切。综合上述因素，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2000 吨/年聚

醚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8,719.21 万元（含利息及理财

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变更用于 2 万吨/年芳纶

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和 2 万吨/年高纯无水三氯化铝项目，不足部分以

公司自筹资金投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五）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

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资金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金额共计 36,009,415.83 元。具体情况如下： 

1.募投项目预先投入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自 2020 年 6 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方案以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以来，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的预先投入金额 30,542,397.04 元。 

2.发行费用预先投入情况：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为 5,467,018.79 元（不含税）。 

3.本次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核，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出具《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川华信专

（2021）第 07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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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 36,009,415.83 元。各类费用已全部置

换完成。 

（六）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1、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 元。 

2、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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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资金在前述额

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22,249,601.63 元，其中：

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72,249,601.63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 元。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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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说明 

详见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不新增产能，主要系用于提高公司的整体自动化控制

水平以及安全生产能力，不单独产生经济效益，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不及预期的说明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均尚未正式投产，因此不存在累计实

现收益不及预期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本公司已将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发行至今各定期报告和

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

关内容一致。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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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0,20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4,198,698.4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1 年： 42,770,996.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2 年 1-9 月： 21,427,702.3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目

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注

3）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2000 吨/年聚

醚酮酮树脂及

成型应用项目 

2000 吨/

年聚醚酮

酮树脂及

成型应用

项目 

320,000,000.00 231,891,500.00 47,307,924.96 320,000,000.00 231,891,500.00 47,307,924.96 
-

184,583,575.04 
注 1 

2 
安全生产管控

中心项目 

安全生产

管控中心

项目 

50,000,000.00 50,000,000.00 16,890,773.50 50,000,000.00 50,000,000.00 16,890,773.50 
-33,109,226.50

（注 2）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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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芳纶聚合单体

两万吨装置扩

建项目（二

期） 

- 180,000,000.00 - - 180,000,000.00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550,000,000.00 281,891,500.00 64,198,698.46 550,000,000.00 281,891,500.00 64,198,698.46   

注 1：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部分结项并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对 2000 吨 /年聚醚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目首期进行结项，并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 2 万吨/年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和

2 万吨/年高纯无水三氯化铝项目。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仅实施了 2000 吨/年聚醚

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目首期，同时，公司本着充分利用内部资源，最大程度提高资源、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的原则，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进行持续优化，受上

述因素影响，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异。此外，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建

设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地降低项目建造成本和费用等投资金额，亦导致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

在差异。 

 

注 2：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安全生产管控中心尚在建设过程中，因此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异。 

 

注 3：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8,189.15 万元低于《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人民币 55,000 万元，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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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1 
2000 吨/年聚醚酮酮树脂

及成型应用项目 
不适用 注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 不适用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正在履行 2000 吨/年聚醚酮酮树脂及成型应用项目首期的环保验收和安全验收手续，尚处于试生产阶

段，待相关手续办理完成后方可正式投产，暂无法测算效益。 

注 2： 安全生产管控中心项目不新增产能，主要系用于提高公司的整体自动化控制水平以及公司安全生产能力，不单独产生经济效益，因

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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