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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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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58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采用询价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796.4529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6.00元，共计募集资金 92,743.25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7,604.95万元（不含增

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85,138.3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于 2019年 9月 20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238.23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2,900.0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320号）。 

2.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79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

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83,00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83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83,000.00

万元，坐扣承销及保荐费用 1,10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81,900.00 万元，已由主承

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

部分预付承销及保荐费、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资信评级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397.5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1,502.5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证报告》（天健验〔2022〕48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2022 年 9

月 30日余

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新区支行 
8110501013701373574 48,188.23  3,879.43 活期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支行 
51207600000760 33,500.00 1,561.39 活期存款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科技支行 
70650188000167985 3,450.07 590.18 活期存款 

合  计  85,138.30 6,030.99  

(2)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的结构性

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2年

第 270 期 G 款(22ZH270G) 

6,500.00 
2022/7/25 至

2022/10/25 
1.30%-3.65%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2年

第 340 期 F 款(22ZH340F) 

5,000.00 
2022/9/14 至

2022/12/8 
1.05%-3.64%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2年

第 369 期 G 款(22ZH369G) 

7,000.00 
2022/9/29 至

2022/12/21 
0.95%-3.6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新区支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10704 期(C22SH0110) 
5,000.00 

2022/7/19 至

2022/10/19 
1.60%-3.37% 

合  计  23,500.00   

2.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2022 年 9

月 30日余

额 

备注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支行 
51906600001097 51,900.00 512.96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新区支行 
8110501012501909964 20,000.00 15,332.08 活期存款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支行 
51816600001101 10,000.00 5,460.45 活期存款 

合  计  81,900.00 21,305.49  

(2)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已购买未到期的结构性

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熟支行 

2022 年第 37 期标准化结构性存款

(202203173S0000007115) 
30,000.00 

2022/3/21 至

2022/10/1 
1.90%-3.30% 

2022 年第 877 期定制结构性存款

(202208123M0030007948) 
4,000.00 

2022/8/15 至

2022/11/15 
1.70%-3.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2年

第 251 期 M 款(22ZH251M) 

10,000.00 
2022/7/8 至

2022/10/11 
1.30%-3.69%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2年

第 369 期 G 款(22ZH369G) 

5,000.00 
2022/9/29 至

2022/12/21 
0.95%-3.64% 

合  计  49,000.00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 实施主体或实施地点变更 

(1) 为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

“石墨烯、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子公司常州天

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实施地点由江苏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锦华路西侧、

长顺路北侧变更为江苏镇江新材料产业园孩溪陆以南、粮山路以西，项目其他实施内容

不发生变更。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19年 12月 4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 

(2) 鉴于常州石墨烯小镇作为研发办公集中区，研发配套措施更加健全，因此，公

司拟将募投项目中的“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从江苏常州市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迁至常州石墨烯小镇，即项目实施地点由江苏省常州市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江苏武进经

济开发区）内锦平路以东、长汀路以南、锦华路以西、长顺路以北地块变更为江苏常州

西太湖大道以西、孟津河以南、石墨烯科技产业园以东、兰香路以北地块，项目其他实

施内容不发生变更。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 4月 27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

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 

(3) 由于公司取得“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土地使用权还需等

待较长时间，为加快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从江苏常

州西太湖大道以西、孟津河以南、石墨烯科技产业园以东、兰香路以北地块变更为江苏

省常州市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内锦平路以东、长汀路以南、锦华

路以西、长顺路以北地块，项目其他实施内容不发生变更。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3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变更仅变更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



实质内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 

2. 募投项目间的实施内容调整 

为结合公司现有项目地块区域优势条件，优化募投项目产品方案布局，公司将不

同募投项目中相同或相似工艺的产品放在同一厂区进行集中生产，减少分散布置所需

的公辅设施设备投入，方便区域化的集中管理及节约生产用地。因此，公司对募投项

目“年产 3,000吨碳纳米管与 8,000 吨导电浆料及年收集 450 吨副产物氢项目”和

“石墨烯、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中原定的生产项目进行生

产区域的调整，总体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保持不变。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项目名称 变更后的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内容 变更后实施内容 

年产 3,000 吨碳纳米

管与 8,000 吨导电浆

料及年收集 450 吨副

产物氢项目 

年产 300 吨纳米碳材

与 2,000 吨导电母

粒、8,000 吨导电浆

料项目 

年产 3,000 吨碳纳米管与

8,000 吨导电浆料及年收

集 450 吨副产物氢 

年产 300 吨纳米碳材，

2,000 吨导电母粒，与

8,000 吨导电浆料 

石墨烯、碳纳米管与

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

产品生产项目 

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

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

项目 

年产 300 吨石墨烯、

3,000 吨碳纳米管及

10,000 吨导电浆料、

2,000 吨导电母粒、年收

集 450 吨副产物氢 

年产 6,000 吨碳纳米管、

年收集 900 吨副产物氢及

年产 10,000 吨导电浆料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12月 1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0 年 12月 17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变更系对两个募投项目间的实施内容进行调整，从两个募投项目整体看，未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实质内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 

3. 预计完工时间变更 

(1) 由于“石墨烯、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和“碳纳米

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变更的实施地点基础建设因政府供地、相关部

门审批流程、采购及施工招投标进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基建实施进度缓于预期，预

计无法按原预定时间达到可使用状态；且公司依据实际经营需求对“年产 3,000 吨碳

纳米管与 8,000吨导电浆料及年收集 450吨副产物氢项目”和“石墨烯、碳纳米管与

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内容进行调整，因而其建设

周期需相应进行延长；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个募投项目的施工进度较原计划滞

后，因此三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均晚于预期，无法在原定时间内完工，根据项目实施情

况及调整方案，三个募投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由 2020 年 12月延长至 2022年 12月。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 12月 1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0年 12月 17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 

(2) 由于受国内新冠疫情反复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

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和“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施工作业、物料采购、

基础建设等受到了一定影响，部分设备采购及技术人员到场受到制约，导致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滞后；为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开展，上

述两个募投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由 2022年 12 月延长至 2023年 6月。上述变更事项已

经公司 2022 年 12 月 1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履行了公开信息披露义务。 

(二)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一)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 本公司年产 300吨纳米碳材与 2,000 吨导电母粒、8,000 吨导电浆料项目承诺投

资总额 33,500.00 万元。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该项目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为 22,767.34 万元，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 10,732.66 万元，系该项目已完成大部分产线

建设，剩余部分产线预计于 2022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使用完募集资金所

致。 

2. 本公司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45,95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33,393.69 万

元，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 12,556.31 万元，系该项目的碳纳米管 2 条生产线已于 2022

年 8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余生产线预计于 2023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

未使用完募集资金所致。 

3. 本公司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3,450.07 万元，截至 2022 年

9月 30 日，该项目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3,022.37 万元，与承诺投资金额差

异 427.70 万元，系该项目的研发中心大楼主体工程建设已完成，处于内部装修阶段，

预计于 2023 年 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使用完募集资金所致。 

(二)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公司碳基导电材料复合产品生产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83,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9月 30日，该项目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11,723.71万元，与承诺投资金

额差异 71,276.29 万元，系该项目仍在建设中，尚未使用完募集资金所致。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3和附件 4。对照表中实现效

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将提升公司碳纳米管

和石墨烯的制备技术，丰富公司产品种类和性能，形成良性互促，但无法单独核算其

直接经济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仅部分生产线于 2022年 8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完全达产，详见本报告附件 3。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多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或暂时补充流动资产，具体如下： 

(一)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根据公司 2019年 10月 2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含 8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 2020年 10月 1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5亿元（含 7.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 2021年 10月 1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含 5.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已购买但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23,500.00万

元。 

2.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 2020年 7月 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年 6月 29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 2022年 3月 1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可

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3亿元（含 7.3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

效。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已购买但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49,000.00万

元。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9,530.99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结构性存款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5,814.32 万元），



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35.6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尚未

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70,305.49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结构性存款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526.70万元），占

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86.26%。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尚未使

用的前次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 

 

编制单位：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82,900.0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9,183.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79,450.00[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95.8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9 年：1,322.46 

2020 年：2,378.12 

2021 年：30,248.20 

2022 年 1-9 月：25,2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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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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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3,000 吨碳纳米

管与 8,000 吨导电浆

料及年收集 450 吨副

产物氢项目 

年产 300 吨纳

米碳材与 2,000

吨导电母粒、

8,000 吨导电浆

料项目 

33,500.00 33,500.00 22,767.34 33,500.00 33,500.00 22,767.34 -10,732.66 

已完成大部分产线建设，剩

余产线预计于 2022年 12 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 

石墨烯、碳纳米管与

副产物氢及相关复合

产品生产项目 

碳纳米管与副

产物氢及相关

复合产品生产

项目 

45,950.00 45,950.00 33,393.69 45,950.00 45,950.00 33,393.69 -12,556.31 

碳纳米管 2 条生产线已于

2022 年 8 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其余生产线预计于

2023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3 
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碳纳米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

目 

3,450.07 3,450.07 3,022.37 3,450.07 3,450.07 3,022.37 -427.70 

研发中心大楼主体工程建设

已完成，处于内部装修阶

段，预计于 2023年 6 月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合计  82,900.07 82,900.07 59,183.40 82,900.07 82,900.07 59,183.40 -23,716.67  

[注]系对两个募投项目间的实施内容进行调整，从两个募投项目整体看，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实质内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具体详见本报告三(一)2 募投项

目间的实施内容调整之说明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81,502.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1,723.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2年 1-9月：11,7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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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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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基导电材

料复合产品

生产项目 

碳基导电材

料复合产品

生产项目 

83,000.00 83,000.00 11,723.71 83,000.00 83,000.00 11,723.71 -71,276.29 

预计于 2025年

12月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合计  
83,000.00 

[注] 

83,000.00 

[注] 
11,723.71 

83,000.00 

[注] 

83,000.00 

[注] 
11,723.71 -71,276.29  

[注]本次发行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1,502.50万元，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附件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 

 

编制单位：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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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1 

年产 300 吨纳米碳材与

2,000 吨导电母粒、

8,000 吨导电浆料项目 

38.36% 
每年税后利润

5,198.09 万元 
无 无 无 2,503.93[注 2]  2,503.93[注 2]  不适用[注 1] 

2 
碳纳米管与副产物氢及相

关复合产品生产项目 
31.73% 

每年税后利润

16,284.84 万元 
无 无 无 592.88[注 3]  592.88[注 3]  不适用[注 2] 

3 
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未承

诺） 

不适用（未

承诺） 

[注 1]该项目部分生产线于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9 月期间陆续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截止日累计产能利用率为产线转固次月至 2022年 9 月实际产

量与设计产能之比；最近一期及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为产线转固次月至 2022 年 9月实现的净利润，由于产线仅部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完全达产 

[注 2]该项目部分生产线于 2022 年 8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截止日累计产能利用率为 2022 年 9 月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最近一期及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为 2022 年 9月实现的净利润，由于产线仅部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完全达产 



附件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2年 9月 30 日 

 

编制单位：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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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

1-9月 

1 
碳基导电材料复

合产品生产项目 
未完成建设 

每年税后利润

31,954.18 万元 
无 无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未完

成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