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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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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金塔县49MW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金塔

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截至2022年5月31日，金塔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共计3,046.12万元，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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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晶科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31号）

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1年4月23

日公开发行了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2,971,776,415.09元，上述款项已于2021年4月29日全部到账。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4月30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191号《验证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清远市三排镇 100MW 农光互补综合利

用示范项目 
36,333.00 34,000.00 

2 
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 
37,180.00 35,000.00 

3 金塔县 49MW 光伏发电项目 24,269.30 16,000.00 

4 
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 200MW 光伏平价

上网项目 
76,731.38 72,000.00 

5 讷河市 125.3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56,425.00 53,000.00 

6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90,000.00 90,000.00 

合计 - 320,938.68 300,0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存储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297,668.00

万元，包括募集资金净额 297,177.64 万元及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490.36 万元。截

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9,167.9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项

目使用 154,167.99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5,000 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

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 98,500.0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 2,658.19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 101,158.19 万元（含尚

未支付和未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的发行费用 490.36 万元）。 

各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元）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15011500008862 238,949,137.39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0301260000004911 241,707,675.41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饶市广信区开发区支行 
936001010015966721 30,461,226.53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花木支行 793900081510868 112,172,458.79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0434520000306995 87,176,179.44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0102029012324235 216,661,974.64 

晶科电力科技 兴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216110100100427633 84,453,287.94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1,011,581,940.14 

三、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金塔县 49MW 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金塔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并网

发电投入试运行，并于 2022 年 3 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鉴于金塔项目已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金塔项目予以结项。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金塔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 

募集资金

（A） 

已使用 

募集资金

（B） 

累计收到的利息收入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

（C） 

节余募集资金 

（D=A-B+C） 

金塔县 49MW

光伏发电项目 
16,000.00 13,022.55 68.67 3,046.12 

注：节余募集资金包含金塔项目尚未支付的工程质保金及部分合同尾款 656.06 万元。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金塔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046.12 万元，其中账户利

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收益 68.67 万元，尚未满足相关合同付款条件的工程质

保金以及部分合同尾款 656.06 万元尚未支付。 

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主要系金塔项目于 2020 年 8 月开工建设，开工时间较

早。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项目建设。募集资

金到账后，公司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时，对于以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且银票尚未到期的资金以及支付款项中包含的税金部分合计约 2,890万元

未予以置换，导致募集资金节余。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保障符合项

目建设要求的情况下，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加强费用的控制和管理，

也节约了部分资金的支出。 

五、募投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将金塔项目的节余募

集资金 3,046.12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

将上述资金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并办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 

金塔项目尚未支付的工程质保金和部分合同尾款，在满足相关合同约定的付

款条件时，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六、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金塔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募投项目结项要求。公司本次将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七、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金塔项目现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进一步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将金塔项目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上述议案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投项目实际推进情况及需要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该事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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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金塔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将金塔项目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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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