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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第一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2010 年 3月 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督许可[2010]263号）核准，公司于 2010年 3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9.00 元，公

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63,000,000.00 元，2010年 3月 24日收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汇缴的各社会公众普通股(A股)股东认购款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26,520,000.00

元后的金额合计人民币 636,480,000.00元，存入公司开设在交通银行南京江宁支行银行

账户(账号：320006637018010080246)内，另扣除审计、验资、律师、路演推介及信息披

露等发行费用 13,003,005.00 元（含上市路演费、广告费、酒会费等费用 7,449,820.44

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3,476,995.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江苏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月 24日出具的苏公 W[2010]B024 号《验资报告》

审验，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原将上市时发生的路演费、广告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共计 7,449,820.44元用

募集资金支付，并冲减了“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账户。根据 2010 年 12月 28日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作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2010)25 号】规定“企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

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对上述会计处理予以更正，将该费用调整为当期损益，

因此，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应为 630,926,815.44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节能减排领域控制系统的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电厂管控一体化信息系统项目”、“火力发电厂辅助车间集中控制项目”

三个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50,500,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额部分为 480,426,815.44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 619,476,516.45 元，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净额 630,926,815.4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1,812,171.53 

二、募集资金使用 619,476,516.45 

其中：1. 置换了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60,861,856.70 

2. 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90,528,270.11 

     其中：用于募投项目的流动资金 21,760,000.00 

3. 利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37,000,000.00 

4. 利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0.00 

5. 利用超募资金投资现场总线仪表的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101,376,751.10 

6. 利用超募资金投资装备自动化产品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49,709,638.54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43,262,470.52 

四、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43,262,470.52 

五、差异 0 

差异原因：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制定了《南京科远自动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依据该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严格

审批，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江宁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 2010年 8月 18日召开的 201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现场总线仪表的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总投资为 10,000 万元。

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 2012年 4月 20日召开的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装备自动化产品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总投资为 15,000 万元。

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河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3 年 4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部分存放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拟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开设新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原来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余额全部转入新开专户，对原专户进行销户，销户后结算的利息也将一并转入新开专

户。2013年 6月 30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河西支行签署了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及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 亿元自有

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期限短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 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短期保本

型理财产品。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 2016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同时满足公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

拟将首次公开募集资金存管帐户进行归集管理，将开在兴业银行南京江宁支行的一个专

户（409510100100081999）及徽商银行南京河西支行的两个专户（2910401021000002986 及

2910401021000047781）予以注销，在平安银行南京分行重新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

（15000089544424）。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放在各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共计为



 

43,262,470.52 元，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存单)或理财产品号 金   额 

平安银行南京

分行 

15000089544424 1,262,470.52 

20000000277274（定期户） 42,000,000.00 

合计   43,262,470.52 

三、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619,476,516.45 元，具体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092.6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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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7.6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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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减排领域控制系

统的研究与产业化项

目 

否 7,050.00 7,050.00 — 7,063.92  100.2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5,212.12 是 否 

电厂管控一体化信息

系统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  4,076.96  101.92% 

2012 年 06

月 30 日 
718.31 是 否 

火力发电厂辅助车间

集中控制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 3,998.14  99.95% 

2011 年 12

月 31 日 
615.89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5,050.00 15,050.00 — 15,139.02 - - 6,546.32 - - 

超募资金投向  

现场总线仪表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 10,137.67 101.38% 

2013 年 12

月 31 日 
955.10 是 否 

装备自动化产品研发

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否 15,000.00 15,000.00 — 14,970.96 99.81%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66.33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3,700.00 3,700.00 — 3,700.0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18,000.00 18,000.00 — 18,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46,700.00 46,700.00 — 46,808.63 - - 1,321.43 - - 

合计 - 61,750.00 61,750.00 — 61,947.65 - - 7,867.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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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适用 



 

及使用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3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7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6,3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092.68 万元，募投项目预算 15,050 万元，超募资金 48,042.68

万元。经公司一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批准,使用超募资金提前偿还中国银行江宁支行 3,000 万元

和交通银行江宁支行 700 万元贷款；2010 年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需要，经第二届董事第三次会

议审议批准，科远股份使用 8,000 万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2011 年为解

决公司流动资金需要，经第二届董事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科远股份使用 1 亿元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以上资金已如数划转到公司日常经营帐户中；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现场总线

仪表的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 亿元投资建设现场总线仪表项目。

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结项，项目总投资额为 10,137.67 万元。此外，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装备自动化产

品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 亿元投资装备自动化产品

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于 2012 年 7 月 1 日正式启动,该项目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结项，项目总投资金额 14,970.96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计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的三个项目实施地进行变

更，实施地由南京江宁滨江开发区天成路以东变更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前庄路以东、

吉印大道以南。募投项目用地面积由 46,409.00 平方米，调整为 40,792.8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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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江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

了苏公 W(2010)E1151 号，《关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已累计投入 6,086.19 万

元，其中，节能减排领域控制系统的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4,051.56 万元，电厂管控一体化信息系

统项目 342.93 万元，火力发电厂辅助车间集中控制项目 1,691.69 万元。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2010 年使用上市募集资金全部进行了置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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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部分用于了现金管理，其余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全部存储在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中，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和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完整披露的情形，也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第二部分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一、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实施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39,580,000股。2016年3月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421号”文《关于核准南京科远自动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9,580,000股新

股。依据本公司向投资者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35,991,649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01元，2016年3月22日本公司完成了本次的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36,142,790.49元，于2016年3月22日收到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汇缴的出资方认购款936,142,790.49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20,722,855.81

元后的金额合计人民币915,419,934.68元，已分别存入本公司开设的以下账户内：中国

工商银行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账号4301021129100319539），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

为355,419,934.68元；华夏银行南京将军路支行（账号10368000000353578）收到的募集

资金金额为310,000,000.00元及平安银行北京十里河支行（账号11015140797005）收到

的募集资金金额为250,000,000.00元。另扣除律师、验资等发行费用801,886.79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14,618,047.89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苏公 W[2016]B03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 81,486,382.61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131,186,172.21元；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17,963,225.44元。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净额 914,618,047.8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4,531,349.76 

二、募集资金使用 131,186,172.21 



 

其中：1. 置换了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1,017,960.77 

2. 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20,168,211.44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817,963,225.44 

四、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817,963,225.44 

五、差异 0 

差异原因：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一致。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制定了《南京科远自动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依据该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严格

审批，保证专款专用。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连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将军路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于2016年4月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及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 亿元自有

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期限短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 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短期保本

型理财产品。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 2016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同时满足公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

拟将开设在平安银行北京十里河支行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11015140797005）予

以注销，在平安银行南京分行重新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15000089546898）。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共计为 817,963,225.44 元，

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   额 存储形式 

平安银行南京分行 
15000089546898 47,991,008.45 活期 

20000000277177 15,000,000.00 定期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

列（A 计划）2017 年第

345 期 

80,000,000.00 

保本保收益型

理财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

列（A 计划）2017 年第

380 期 

50,000,000.00 

保本保收益型

理财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

行 
4301021129100319539 3,218,643.21 活期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

列（A 计划）2017 年第

379 期 

150,000,000.00 保本保收益型 

江西银行苏州分行 

1290024850000014 10,000,000.00 定期 

1290024850000032 10,000,000.00 定期 

1290024850000023 10,000,000.00 定期 

恒丰银行城东支行 802513010122904722 150,000,000.00 定期 

工商银行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4301021114200016961 1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华夏银行南京将军路支行 10368000000353578 1,753,573.78 活期 

华夏银行南京将军路支行 10368000000391795 10,000,000.00 定期 

江西银行苏州分行 

1290024850000078 20,000,000.00 定期 

1290024850000069 20,000,000.00 定期 

1290024850000050 20,000,000.00 定期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天元

东路证券营业部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

一号 2017 年第 370 期

收益凭证 

30,000,000.00 保本型理财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

一号 2017 年第 371 期

收益凭证 

70,000,000.00 保本型理财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通

灌南路证券营业部 

“银河金山”收益凭证

2012 期 
110,000,000.00 

保本固定收益

型 

合计  817,963,225.44  

三、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131,186,172.21 元，具体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

额 
91,461.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48.6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118.6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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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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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实现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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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云端虚

拟工厂的智

能制造系统

研究与产业

化项目 

否 25,963.51 25,963.51 5,148.24 6,568.34 25.3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 — 否 

基于工业互

联网的智慧

电厂研究与

产业化项目 

否 31,681.02  31,681.02  2,101.62 4,245.40 13.4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 — 否 

基于智能技

术的能量优

化系统研究

与产业化项

目 

否 35,969.75 35,969.75 898.78 2,304.87 6.41%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 —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93,614.28 93,614.28 8,148.64 13,118.61 — — — —   

合计   93,614.28 93,614.28 8,148.64 13,118.61 — — — —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所在地——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厂区现规划建设南京市首批十大智能工厂建设示范项

目，原厂区建设规划需重新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由此致使原定的募投项目基建工作推迟；此外，由于能量优

化系统项目市场推广模式由合同能源管理方式（EMC）转为了直接销售模式，资金需求大幅降低，因此至报告期末，项目投

资进度有所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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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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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苏公 W(2016)E1421 号，《关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已累计投入 1,101.80

万元，其中，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234.99 万元，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研究与产业化项

目 393.89 万元，基于智能技术的能量优化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472.92 万元。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2016 年使用的上市募集资金全部进行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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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余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部分用于了现金管理，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储在募集资金

银行专户中，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和使用。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7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要求存放与使用募

集资金，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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