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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伟新
能公司”）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珈伟新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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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和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编制的募集资
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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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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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珈伟新能公司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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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公告［2012］
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珈伟新能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珈伟新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珈伟新能公司年度报告的必
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1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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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进行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包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首次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告以及 2016 年 6 月 27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
告两项内容，下面分别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市时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
股（A 股）股票 3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1 元。截至 2012 年 5 月 8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385,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367,8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352,632,200.00 元。
截止 2012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以“大华验字[2012]03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以前年度及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73,821,429.87 元，包括以下两
项内容：1、公司对承诺的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 322,656,329.87 元，其中：于 2012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0,756,266.12 元，包括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0,845,300.00 元；2017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1,900,063.75 元。2、201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00.00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
上市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账户的应有余额为 5,776,624.04 元（募集资
金净额 352,632,200.00 元-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73,821,429.87 元+募集资金存款累计利息收
入 26,965,853.91 元），与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的实有余额 5,776,624.04 元相
符。
2018 年未使用募集资金，账面余额的变化系发生的银行利息收入、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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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经本公司于2011年2月1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1年3
月3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修改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
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
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本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单次从募集资
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
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10%的，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
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市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工行深圳分行坪地支行(变更前武汉年
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项目专户)

4000027629200378802

---

---

39120188000019496

585,160.74

---

39120181000009012

103,300,000.00

---

39120181000012830

41,241,486.40

---

39120181000012748

4,130,189.87

---

79260155300000169

2,066,727.06

4,855,784.31

79260167010000051

12,543,973.4

---

---

---

755920368810201

9,425,885.93

---

75592036888000020

41,738,611.08

---

光大银行新城支行(变更后深圳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项目专户)
光大银行深圳新城支行(非募集资金
专户)
光大银行深圳新城支行(非募集资金
专户)
光大银行深圳新城支行(非募集资金
专户)
浦发银行坪山支行(光伏照明研发中
心项目专户)
浦发银行坪山支行(非募集资金专户)
交行武汉东湖支行(变更前武汉光伏电
源半导体项目专户)

421867018018150095208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变更后
福建 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项目专户)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非募集

专项报告 第 2 页

活期存款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非募集
75592036888000050

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上海珈
伟募集资金专户)

755926286810601

合 计

---

40,000,000.00

---

---

920,839.73

255,032,034.48

5,776,624.04

活期存款

募集资金专户的截止日余额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除
了两个专户尚余募集资金存款本金及利息收入 5,776,624.04 元未使用外，其余募集资金已全
部使用完毕。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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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 元

募集资金总额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52,632,2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2,632,200.00（实际变更为 378,432,029.81
元，差额为期间利息金额）
1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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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5,585.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73,821,429.87

截至期末投资 项目达到预
进度（%）(3) 定可使用状
＝(2)/(1)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项目可行性
到预计 是否发生重
效益
大变化

一、承诺投资项目
1-1、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深圳
龙岗、变更前）

是

30,000,000.00

10,845,585.00

---

1-2、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深圳
龙岗、变更后）

是

---

19,154,415.00

---

2-1、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
化项目（武汉,变更前）

是

100,000,000.00

---

---

2-2、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福建,变更前）

是

---

3-1、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庭院灯项目（武汉,变更前）

是

222,000,000.00

3-2、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庭院灯项目（深圳,变更前）

是

---

4-1、上海珈伟-正镶白旗 20MWp 光
伏项目（内蒙, 变更后）

是

---

16,067,954.37

100.00

---

---

否

是

15,296,697.68

79.86

---

---

否

否

---

---

---

---

不适用

是

100.00

---

---

否

是

---

---

---

不适用

是

---

---

否

是

7,385,708.33

否

否

---

16,067,954.37

---

---

1,736,431.00

---

1,736,431.00

100.00

169,421,500.00

---

170,510,319.82

10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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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上海珈伟-阿克陶县 20MWp 光
伏并网电站 EPC 项目（新疆,变更
后）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52,000,000.00

110,041,044.44

---

108,199,342.00

98.33

327,266,929.81

---

322,656,329.87

98.59

51,165,100.00

100.00

---

是

否

---

7,385,708.33

---

---

2015/12/31

二、项目变更剩余募集资金使用
1、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三、超募资金投向

无

无

合 计

--

352,000,000.00

51,165,100.00
无
378,432,029.8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373,821,429.87

98.78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未达预期计划主要原因系公司 2014 年下半年收购中山品上照明照明有限公司(简称品上照明)后，
与品上照明的研发在人员、设备、仪器方面做了部分整合，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放缓对 LED 照明研发的研发投入进度，且研发部门无法单独准确
核算其直接收益。
2、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项目：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公司是“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
的实施主体。基于行业发展形势变化，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在前期适度延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度，及该地块部分剩余建筑物的拆迁工作进展缓慢推
迟了该地块的正常启用； 公司已通过外发生产及内部提高工艺流程等方式，基本解决了草坪灯业务的产能问题，目前公司草坪灯销量、产量均稳定
发展，变更该项目不影响公司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目标。
3、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控股子公司福建珈伟光伏照明有限公司是“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LED 绿色照明
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是基于 LED 快速发展的行业背景下结合公司国内业务发展实施开展的，经过前期的业务拓展公司的国内路灯市场开拓未达预
期，及公司 LED 通用照明国内市场开发战略因收购中山品上照明有限公司而有所调整，公司拟优先使用品上照明中山新建产业园，故该项目适度放
缓了投资进度。
目前,以上 1-3 项目均已终止。
4、上海珈伟-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项目：公司已完成了对正镶白旗项目相关投入且正镶白旗项目已并网发电，目前正在申报相关手续争取尽快进
入国家光伏新能源发电电价补贴名录。鉴于项目目前尚未进入补贴目录，导致效益不达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1、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可行性变化情况说明
2012 年以来，LED 逐渐由户外照明市场向室内照明市场渗透，并迅速进入快速发展期。另外，由于 LED 的设计空间巨大，除照明产品外，其他产品
的市场潜力也很大。业内众多 LED 厂家也开始积极布局市场，开拓渠道，意欲抢夺发展先机。但是，LED 芯片的节能散热问题、眩光问题和光色问
题仍是 LED 照明产品应用的重大阻碍。因此，公司拟通过改变原“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建设“LED 照明研发中心”，以 LED 智
能照明家居环境与生活适宜性、基于 LED 照明的高效漫射扩散板光学技术与光学薄膜技术应用、基于石墨烯材质的 LED 光源散热器设计优化和基于
不同场景照明应用要求的 LED 光源模块化技术为研究方向，突破公司在发展 LED 照明产品过程中的技术障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保持公司在行业
内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关于变更后项目可行性说明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公告的《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可行性变化情况说明
2012 年以来，全球 LED 应用产品需求快速增长，LED 照明替换传统照明的速度远高于市场预期，除原有 LED 户外路灯照明之外，LED 室内商业照

专项报告 第 5 页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明、家居照明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为适应 LED 照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管理层决定将原
有募投项目的业务内容由单纯的 LED 路灯项目扩展至 LED 室内照明系列产品。关于变更后项目可行性说明请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公告的《福
建珈伟光电有限公司 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可行性变化情况说明
2011 年公司主要海外市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主要客户采购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市场去库存周期延长，进而影响到公司的销售情况和经营
业绩。考虑到业务结构、业务模式、产业链地位等因素，以及对行业发展动态的跟踪研究与判断，公司决定适时调整整体及部分业务的发展战略。“年
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系公司基于 2010 年以前草坪灯行业的高速成长所作出之谨慎合理预期，在目前行业发展形势下，公
司决定适当缩减规模，将其变更为“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关于变更后项目可行性说明请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公告的《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及 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原因说明
光伏发电项目节能环保，无公害，无污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且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属于国
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公司在原有主营业务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结合其传统业务形态审慎地选择光伏电站EPC和投资运营业
务作为其新的战略发展突破口。投资太阳能光伏电站是公司产业延伸及实施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加快公司产业的布局及业务多元化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公司立足长远，提升和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也将对公司其它业务发挥重要作用。加之公司完成
对江苏华源新能源的收购后，江苏华源新能源的EPC业务资质、专业能力、经营经验，配合公司多年来积累的光伏行业技术与经验，公司将快速进入
光伏电站业务领域，有利于加快实现“光伏、照明、光伏+照明”业务齐头并进与协同发展战略。
为了整合公司资源，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年产2400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及LED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截止
2015年4月30日尚未使用的全部资金279,462,544.44元用于增资公司光伏电站投资平台――全资子公司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再由珈伟（上
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投入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和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电站并网 EPC 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增资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珈伟），由上海珈伟实施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和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电站并网 EPC 项目，两个项目的实施地点分别是锡盟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东北方向约 17km 和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江西工业园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增资上海珈伟，由上海珈伟实施正镶
白旗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和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电站并网 EPC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1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084.53 万元。本次置换
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大华核字[2012]415 号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对本次置换发表了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将原定用于“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
另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求和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有效降低财务成本，最大限度利用好现有资金，支持业务开拓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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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使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缩减建设规模后剩余募集资金 5,116.51 万元(原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 22,200 万元-变更后使用募集资金 17,083.4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可每年为公司减少
利息支出（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6%计算）约 307 万元。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支出。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公司上市时的募集资金项目变更说明：
注 1、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武汉）项目变更说明：
2013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暨以投资设立的方式
成立福建珈伟光电有限公司的议案》,2013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上议案，将原定用于“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
统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福建珈伟光电有限公司实施“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13 年 7 月 9 日公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咨讯网发布公告。
注 2、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变更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 万元的说明： 2013 年 10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以上议案，将原定用于“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
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 万元。变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咨讯网发布
公告。
注3、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为3,000.00万元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未能募集原计划的资金数额，分配到光伏照
明研发中心项目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000.00万元。
注4、公司已于2014年4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的议案》，公司将“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
目”变更为“LED照明研发中心项目”，该项变更已于2014年6月5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变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2014年4月4日公
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咨讯网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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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公司已于201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全资子公司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并于2015年6月5日召开的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由上海珈伟实施上海珈伟-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项目，上海珈伟-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并网电站 EPC项目。变
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2015年5月20日公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咨讯网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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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LED 照明研发中心 光伏照明研发中心
项目（2014 年变更） 项目（深圳龙岗）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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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元
变更后的项
是否达
目可行性是
到预计
否发生重大
效益
变化

19,154,415.00

---

15,296,697.68

79.86

2019/12/31

---

否

否

LED

169,421,500.00

---

170,510,319.82

100.64

2015/8/31

7,385,708.33

否

否

LED

110,041,044.44

---

108,199,342.00

98.33

2015/12/31

---

是

否

298,616,959.44

---

294,006,359.50

98.46

---

7,385,708.33

---

---

2,400
20MWp
2015
2,400
20MWp
EPC

2015

—

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2014 年变更）因深圳龙岗新厂房建设进度延缓，该项目的进度也受到
影响。预计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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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向储阳光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06
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及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746,031 股募集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20
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24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99,999,981.2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206,900.1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3,793,081.10
元。
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验字[2016]00067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98,444,861.61 元，包括以下三项内容：1、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 373,293,825.67
元，其中：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 元；2017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373,293,825.67 元，包括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33,624,981.40 元。2、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9,787,770.70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259,316.94 元；3、2018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23,891,719.00 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账户的应有余额为 16,160,366.59 元（募集资金净额 783,793,081.10 元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98,444,861.61 元+募集资金存款累计利息收入 10,812,147.10 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0.00 元）,与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的实有余额 16,367,266.69 元相差 206,900.10 元。该差额系与 2016 年定向增发相关的验资、股份登记费等共计 206,900.10 元是从公司的
其他非募集资金账户中支付的，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付。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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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规定，对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行专项存储和管理。据此，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分
别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和中行深圳罗湖支行开立三个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2016 年 8 月 5 日与上述三家银行和独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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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
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后，根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
额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形式通知财务顾问主办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或备注

变更前募集资金专户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专
79170155300005583
户）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
9550880075915100527
项目专户）
中行罗湖支行（补充流动资金专户）

757567385875

变更前募集资金专户合计

258,999,981.20
325,000,000.00
活期存款

200,000,000.00
783,999,981.20

变更后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
募集专户）

79170155200019032

168,600,000.00

8,498,496.99

活期存款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项目募集专户)

9550880205389500159

260,000,000.00

7,793,784.30

活期存款

苏州银行淮安分行（金湖振合二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募集专
户）

3208010011120125001228

161,640,915.12

74,985.40

活期存款

590,240,915.12

16,367,266.69

合

计

---

募集资金帐户变更情况说明：本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3月15日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暨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实施抚州珈伟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
项目和成武太普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将以上两个项目截止2017 年1 月31 日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58,804.37万元（以实际转账日全部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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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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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和本金结算为准）分别以42,860 万元和15,944.37 万元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珈伟和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新能源”）。增资后
将由上海珈伟和华源新能源利用增资部分的募集资金投入以下光伏电站项目：上海珈伟拟投入16,86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葫芦岛兴城20MWp 地面光伏
电站项目”，及拟投入26,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定边珈伟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华源新能源拟投入15,944.37万元募集资金用于“金湖振合二期30MW
光伏发电项目”，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将由上海珈伟和华源新能源自筹资金解决。据此，公司根据三个变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于2017年3月在上海浦发
银行深圳分行、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和苏州银行淮安分行开立三个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17年3月30日和2017年4月5日由本公司、本公司所属的
三家电站项目公司与上述三家银行和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三个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专户实际初
始转入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金额详见表1。公告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相关文件参见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同日刊登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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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 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

募集资金总额

783,793,081.10

23,891,719.00

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83,793,081.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4.48%
是否已变更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598,444,861.61

资金总额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调整后投资总

本年度投入

资总额

额(1)

金额

截至期末累

截至期末投资

项目达到预

本年度

是否达 项目可行性

计投入金额

进度（%）(3) 定可使用状

实现的

到预计 是否发生重

(2)

＝(2)/(1)

态日期

效益

效益

大变化

一、承诺投资项目
1、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
目（江西抚州，变更前）
2、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变更前）
3、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
项目（ 兴城，变更后）
4、定边珈伟 30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
目（定边，变更后）
5、金 湖 振 合 二 期 30MW 地面光
伏发电项目（金湖，变更后）

是

258,793,081.10

---

---

---

---

---

---

不适用

是

是

325,000,0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

否

是

---

否

无

否

无

是

168,600,000.00

是

260,000,000.00

是

161,640,915.12

1,939,036.75

1.15%

16,688,139.00

233,620,096.01

89.85%

2018/12/31

7,203,580.00

161,626,411.91

99.99%

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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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5,095.27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83,793,081.10

590,240,915.12

6、补充流动资金专户

否

200,000,000.00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

783,793,081.10

二、项目变更剩余募集资金使用

无

无

无

三、超募资金投向

无

无

无

合 计

--

783,793,081.10

23,891,719.00

200,000,000.00
790,240,915.12

790,240,915.12

397,185,544.67
201,259,316.94

23,891,719.00

67.29%

11,725,095.27
不适用

100.63%

否

598,444,861.61

75.73%

---

---

---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598,444,861.61

75.73%

---

---

---

---

23,891,719.00

1、 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未达到进度的原因：因电站项目所需前期审批手续等原因，项目未能按计划进行施工。
2、 定边珈伟 30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目（定边，变更后）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定边珈伟 30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目原计划 2017 年全部完工，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目前该电站项目已基本完工，并已达到并网状态。由于与该电站相关的国家电网外线输送线路工程延期，导致公司电站并入国家电网相应延期。该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站在 2018 年年末开始发电，因 2018 年光伏 531 新政影响，该电站尚未能获取发电业务许可证、与电力公司的购售电合同、并网电价批复文件等相关
文件。
3、 金湖振合二期 30MW 地面光伏发电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并网发电，因尚未纳入补贴目录，故尚未达到预期效益。
1、抚州珈伟30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江西抚州）与成武太普4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项目变更原因：
因原募投项目所在地光伏行业政策和投资环境出现了对公司投资不利的新变化，如原项目所在地从2016年12月开始实行的光伏发电项目竞争性配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有关工作方案的政策可能导致兴建的两家电站上网中标电价下降，另外项目因征地手续未办好等原因将导致光伏电站建设进度不可控。变更后的三个
光伏电站项目均已取得各地发改委的备案批标，项目的总体风险和不确定性相比原两个募集资金电站投资项目下降。
2、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因电站项目因取得项目前期审批手续有所延迟，导致项目不能按期并网发电，按照相关规定，不能

实现预期的上网电价，公司正在审慎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决定暂缓投入募集资金。本公司对该电站除了投入少量前期费用 193.90 万元外，无其他投
入。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无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实施地点：江西抚州，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实施地点：山东菏泽，变更后三个项目实地地点
分别是：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实施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兴城；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实施地点：陕西省定边县；金湖振
合二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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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和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两个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将上述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投

况

入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定边珈伟及兴城珈伟和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新能源”）。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共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33,624,981.40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7] 002648 号)。公司于

情况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直接以募集资
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筹资金 33,624,981.40 元。
1、使用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募集专户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 5 月 15 日补充流动资金 1.50 亿元，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还清。

情况

2、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募集专户及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项目募集专户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 10 月 31 日补充流动资金
1.60 亿元，2018 年 11 月 1 日补充流动资金 0.20 亿元。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支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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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 元
变更后项目拟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葫芦岛兴城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达到

变更后的项

截至期末实际

截至期末投

累计投入金额

资进度（%）

(2)

(3)=(2)/(1)

1,939,036.75

1.15

---

---

否

是

预定可使

本年度实现

是否达到

目可行性是

用状态日

的效益

预计效益

否发生重大

期

变化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

20MWp 地面光伏

站项目（江西抚州），成武太

电站项目（ 兴城，

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

变更后）

项目（山东菏泽成武）
30MWp

168,600,000.00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
站项目（江西抚州），成武
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260,000,000.00

16,688,139.00

233,620,096.01

89.85

2018/12/31

---

否

否

161,640,915.12

7,203,580.00

161,626,411.91

99.99

2017/6/30

11,725,095.27

否

否

590,240,915.12

23,891,719.00

397,185,544.67

67.29

---

---

---

---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
W 30MW

站项目（江西抚州），成武
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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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项目拟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截至期末投

累计投入金额

资进度（%）

(2)

(3)=(2)/(1)

项目达到

变更后的项

预定可使

本年度实现

是否达到

目可行性是

用状态日

的效益

预计效益

否发生重大

期

变化

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因电站手续不齐全，导致未达到计划进度
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因线路工程延期导致完工晚于计划进度，已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并网发
电。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管理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四、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批准报出。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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