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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0令）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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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了本公司于2016

年8月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资金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11号文《关于核准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34,161,489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10元，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59,999,972.90元，扣除

承 销 及 保 荐 费 用 人 民 币 30,000,000.00 元 后 ， 已 缴 入 募 集 的 股 款 为 人 民 币

2,129,999,972.90元。同时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发行登记费、信息查询专项

服务费、验资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2,134,161.49元，实际募集股款为人民币

2,127,865,811.4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截至2016年8月2日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211603

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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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6年9月1日，公司分别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东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葛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支行及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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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范围内，由具体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实施部门填报项目付款单，经公司相关成本人

员和财务人员审核后，报公司业务分管领导、财务负责人审批后付款，项目实施单位执行。

每个季度结束后一周内，财务部门将该季度募集资金支付情况报备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

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三)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结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葛支行 
1708026029200027728   50,000.00  8,480.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葛支行 
255948198644  147,000.00  8,280.54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 
93801880131684688   16,000.00  10,543.30 

合计   213,000.00 27,303.9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1,579,323,496.30元，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余额为548,542,315.11元，其中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360,000,000.00元，存

放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应为 188,542,315.11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实际为人民币

273,039,446.72元，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差异为人民币 84,497,131.61元，系募集资金存

款及购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及银行手续费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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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2,786.5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57,932.3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6年： 4,145.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7年： 54,075.23  

 2018年： 99,711.5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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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

设备产业化项目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

设备产业化项目 
150,000.00 150,000.00 106,832.66 150,000.00 150,000.00 106,832.66 -43,167.34 71.22% 

2 
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产业化项目 

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产业化项目 
50,000.00 50,000.00 42,869.14 50,000.00 50,000.00 42,869.14 -7,130.86 85.74% 

3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 16,000.00 20,000.00 8,230.55 16,000.00 20,000.00 8,230.55 -11,769.45 41.15% 

 合计   216,000.00 220,000.00 157,932.15 216,000.00 220,000.00 157,932.35 -62,0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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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相差 62,067.65 万元，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在投入，故实际投资总额尚未达到承诺投入金额。 

2．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森源高科核电电力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路，公

司原计划利用实施主体的区位优势，保障项目能够快速推进，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各种客观

因素影响，项目的推进低于预期。为能够集中公司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研发技术优势，

最大化的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效实施，2017年8月2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由公司直接实施，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所在地。 

本次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

保荐机构均对此次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

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公司在核电1E级开关设备及配

套元件和“小三箱”类核电设备关键技术，已取得重要研发成果，核电1E级电气贯穿件技

术也有重要突破。“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的技术研发与公司现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河南省中压输配电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能互联输配电装备及系统集成河南

省工程实验室、河南省电能质量治理工程研究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形成了技术、资

源、团队的良好合作共享机制，但随着公司研发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研发投入规

模、在研项目和研发人员也在持续增加，而“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在前期形成

的技术成果基础上，后续测试、检验工作的力度会逐步加大，现有研发场地有限且在耐热

性、抗震性和安全性等方面难以符合要求。为保证该项目后续的实施，2018年7月12日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拟自建新的研发中心，并将原项目投资总额

1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20,000万元，不足部分投资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

机构均对此次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投资规模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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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4．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1）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6年9月21日、22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25,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葛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

财产品），已于2016年12月22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25,000万元和收益162.05

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6年9月22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40,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83号），已于2016年12月22日到期，购

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0,000万元和收益266.30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6年12月21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4,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90号），已于2017年12月22日到期，购

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000万元和收益180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6年12月23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26,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91号），已于2017年6月26日到期，购

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26,000万元和收益414.86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6年12月27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10,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93号），已于2017年6月26日到期，购

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0,000万元和收益157.81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6年12月28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25,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葛支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6年第4期A款），已于2017

年3月20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25,000万元和收益183.08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3月21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20,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葛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7年第9期B款），已于

2017年7月26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20,000万元和收益237.81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3月21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3,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葛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7年第9期A款），已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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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1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3,000万元和收益12.75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6月26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30,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119号），已于2017年12月25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30,000万元和收益595.07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7月4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5,5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市

支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TPO号理财产品），已于2017

年12月25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5,500万元和收益97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7月28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葛市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随心E”二号法人拓户理财产品），已于2017年12

月26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5,000万元和收益217.2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10月12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计75,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水东路支行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140号），已于2017年12月26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75,000万元和收益547.40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7年10月13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8,000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

市支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TPO号理财产品），已于2017

年12月25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8,000万元和收益57.6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8年01月15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4,5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

支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TPO），已于2018年03月19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500万元和收益27.96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8年01月23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90,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

东路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20180123001），已于2018年06月28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90,000万元和收益1,461.70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8年01月29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葛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随心E”定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06

月28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15,000万元和收益248.22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8年10月26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36,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

东路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金梧桐畅享228号），已于2018年12月26日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36,000万元和收益222.61万元已如期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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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9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葛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随心E”定向2017年第3期），已于2018年12

月21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4,000万元和收益19.33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8年11月01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葛

支行购买保本收益性理财产品（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已于2018年12

月26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5,000万元和收益22.60万元已如期到账。 

2018年12月29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36,0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

东路支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结构性存款GK20181226001），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4.4%，到期日为2019年2月11日；截止2018年12月31日，尚未到期。 

5．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为548,542,315.11 元，占前次

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5.78%。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在投入阶段，固前次募集资金尚未

使用完毕，剩余资金将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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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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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备产业化项目 尚未投产 34,961.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2 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业化项目 尚未投产 12,058.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3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 不适用 —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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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由于“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备产业化项目”和“环保智能型气体绝

缘开关设备产业化项目”“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均尚未投产，因此截至2018

年12月31日止，项目尚未产生效益； 

注2：项目承诺效益为项目达产年预计可实现的净利润；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情况。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是公司利用高低压成套设备及核心元器件、电能质

量治理领域积累的研发设计经验，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及研发管理制度，切入核电电力设

备研发制造领域的研究机构建设项目，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研发项目

及研发机构建设项目，项目本身不会产生经济效益。 

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本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

情况。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重大违规情形。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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