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怡亚通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01 号核准）核

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符合

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74,311,272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69 元。截至 2021 年 7 月 9 日止，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2,224,519,865.68 元，扣除发行费用 25,151,461.56 元，募

集资金净额 2,199,368,404.12 元。 

截至 2021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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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21]000489 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117,171,043.04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07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8,009,4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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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分别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开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分别为

44250100000200004183 、 4000023329201219912 、 121908340110188 、

0039294103004601407 和 44301560045807220000 专门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资金的存储与使用，并分别于 2021年 7月 13日、2021年 7月 14日与子公

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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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保荐

代表人至少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开户银行

按月（每月 15 日之前）向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及其子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

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 000 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以孰低

为准）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开户银行应在付款后 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电子邮件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邮件附件中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2022年 6 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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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支行 
44250100000200004183 716,346,978.68 4,404,795.25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4000023329201219912 387,668,599.29 5,635,336.77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深南中路支行 
121908340110188 175,789,988.60 901,573.20 活期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0039294103004601407 122,666,519.80 6,558,468.31 活期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5807220000 796,896,317.75 509,239.47 活期 

合 计   2,199,368,404.12 18,009,413.00  

 

三、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17,171,043.04 元，具

体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的议案》，

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

情况，决定根据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99,368,404.12 元调整各项目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并以变更后

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之“山东怡亚通供应链产业园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产业园公

司变更为山东产业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济南产业园公司，本次实施主体变更并未



 

改变该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实施方式，不属于募集资金项目的重大变

化。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6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99,368,404.1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505,635.7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7,171,0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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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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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怡亚通供应链产业园项目 否 1,021,549,000.00 716,346,978.68 751,534.28 114,439,363.57 15.98% --- --- --- --- 

宜宾供应链整合中心项目 否 552,836,100.00 387,668,599.29 17,557,972.64 98,550,239.93 25.42% --- --- --- --- 

怡亚通临港供应链基地项目 否 250,685,900.00 175,789,988.60 0.00 465,269.19 0.26% --- --- --- --- 

数字化转型项目 否 174,929,000.00 122,666,519.80 16,196,128.81 106,826,270.35 87.09%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0,000,000.00 796,896,317.75 0.00 796,889,900.00 100.00%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800,000,000.00 2,199,368,404.12 34,505,635.73 1,117,171,043.04 50.8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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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怡亚通临港供应链基地项目投资进度不及预期。因临港片区产业结构调整，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已按照当地管委

会要求，向其提交更新后的项目实施后预期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的相关报告，相关审批流程尚在推进中；另，因受到上半年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上海各区域相继采取相关防疫防控措施，导致项目建设晚于计划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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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为使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

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公司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64,090,107.60 元，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剩余发行费用人民币 1,463,626.89

元，公司拟申请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金额人民币 65,553,734.49 元。该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公司 2021 年 8 月 4 日，怡亚通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21 年 8 月 4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 亿元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全部归还。 

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 日，怡亚通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21 年 11 月 11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归还 0.2 亿元，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归还 0.1 亿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金额的议案》，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决定根据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99,368,404.12 元调整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

体，并以变更后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山东怡亚通供应链产业园项目”的实

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产业园公司变更为山东产业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济南产业园公司，本次实施主体变更并未改变该募集资金项

目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实施方式，不属于募集资金项目的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