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21] 0100939 号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股份公司”）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
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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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劲嘉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
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
鉴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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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
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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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劲嘉股份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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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
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劲嘉股份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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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劲嘉股份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建树

中国注册会计师：
欧阳海英

中国·武汉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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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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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批复、资金到账情况
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16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016 年 12 月 14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通过。
经 2017 年 6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17]996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劲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8,787,18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8.74 元，募集资金总额 1,649,999,970.68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24,75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631,869.9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624,618,100.77 元，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该事项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8210006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金额（人民币元）
1,649,999,9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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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减：发行费用

25,381,869.91

募集资金净额

1,624,618,100.77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236,431,102.79

减：投入金额

758,293,051.07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44,791.36

加：利息收入

53,766,025.87

减：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注1】

284,000,000.00

减：现金管理（理财产品）【注2】

50,000,000.00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3】

6,17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活期银行存款）

343,445,181.42

【注1】

详见后文三、（三）“使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注2】

详见后文三、（四）“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注3】

详见后文三、（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结余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银行存款余额

平安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1580 4395 6123 83

兴业银行深圳华富支行

3371 6010 0100 2092 82

4,950,639.33

兴业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3371 0010 0100 2155 26

28,101,586.32

光大银行深圳熙龙湾支行

3918 0188 0000 5548 8

3,656,812.18

北京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2000 0014 0515 0001 9061 814

14,793,129.94

上海银行深圳君汇支行

0039 2972 0300 3399 442

15,761,313.80

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4425 0100 0034 0000 2212

交通银行深圳光明支行

4438 9999 1010 0058 8640 0

合计

205,700,864.21

7,296.98
70,473,538.66
343,445,1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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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于 2008 年经股东大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下同），并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第四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
理制度>的议案》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平安银行深圳华侨城支
行、兴业银行深圳华富支行、兴业银行深圳深南支行、光大银行深圳熙龙湾支行、北京银行
深圳南山支行、上海银行深圳君汇支行、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深圳光明支
行等分别设立了账号为 1580 4395 6123 83、3371 6010 0100 2092 82、3371 0010 0100 2155 26、
3918 0188 0000 5548 8、2000 0014 0515 0001 9061 814、0039 2972 0300 3399 442、4425 0100
0034 0000 2212、4438 9999 1010 0058 8640 0 八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
施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发生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现象，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占用或挪用现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劲嘉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
》
，第五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议案》，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等
相关内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基于 RFID 技术的智能
物联运营支撑系统项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万
元）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52,200.00

52,200.00

19,661.81

15,3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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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万
元）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目
山东新型 BOPP 薄膜
及复合纸材料项目

30,000.00

劲嘉新型材料精品包
装项目

51,928.60

38,427.00

38,427.00

31,764.75

安徽新型材料精品包
装及智能化升级项目

7,981.96

7,981.96

7,981.96

4,552.87

贵州新型材料精品包
装及智能化升级项目

9,582.72

9,582.72

9,582.72

8,346.21

江苏新型材料精品包
装及智能化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

8,322.24

8,322.24

8,322.24

4,339.19

劲嘉智能化包装升级
项目

15,140.00

15,140.00

15,140.00

14,601.19

包装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

15,392.00

15,172.08

15,172.08

2,325.71

贵州省食品安全（含药
品保健品）物联网与大
数据营销溯源平台项
目

39,290.00

18,174.00

-

-

18,174.00

18,174.00

165,000.00

162,461.81

99,472.42

中丰田光电科技改扩
建项目
合计

199,837.5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994,724,153.86 元（其中置换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项目的资金 236,431,102.79 元，募集资金支付使用 758,293,051.07 元。
）公
司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170,000.00 元，扣除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为 623,723,946.91 元，加上利息收入 53,766,025.87 元，扣除支付手续费 44,791.36 元，实际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677,445,181.42 元（其中期末活期存款余额 343,445,181.42 元、
期末现金管理余额 50,000,000.00 元、期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284,000,000.00 元）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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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预案》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对
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行投入的资金。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236,431,102.79
元，该事项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核字【2017】48210017
号”鉴证报告。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236,431,102.79 元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分别
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11 月 8 日、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11 月 13 日将上述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资金共计人民币 236,431,102.79 元由募集资金账户转至公司普通账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 6 亿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
之前将上述资金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公司已将 5.9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
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
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9 年 11 月 4 日，公司已将该次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总额 7.59 亿元陆续归还至
募集资金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
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7.5 亿元（含 7.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1.65 亿元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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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7 亿元（含 7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28,400.00 万元。

（四）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9 年 1 月 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5 个月内可
滚动使用，投资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市场情
况在该额度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公司已严格按上述议案、在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公司陆续安全收回资金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 6 亿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5 个月内可滚动使用，投资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 个月，并授权公司法定代
表人根据市场情况在该额度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现金管理尚未到期余额为 5,000 万元。系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购买了交通银行深圳光明支行发行的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金额为 5,000 万元，起始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1 年 3 月 29 日。

（五）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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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公司已实施完毕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部分募投项目予以结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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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107.75 万元（该金额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节余
募集资金，包括理财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将“劲嘉智能化包装升级项目”结余资金 617 万元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623,723,946.91 元，加上利
息收入 53,766,025.87 元，扣除支付手续费 44,791.36 元，实际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677,445,181.42 元，其中活期存款余额 343,445,181.42 元，期末现金管理余额 50,000,000.00
元，期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284,000,000.00 元。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
，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
因及调整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议案》，为了达到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整体效益，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于 RFID 技术的智能物联运
营支撑系统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为确保募集资金
有效使用，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贵州省食品安全（含药品保健品）物联网与大数
据营销溯源平台项目”
，变更为“中丰田光电科技改扩建项目”
。
2018 年 1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两项议案。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鉴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发展
战略、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为确保募集资金高效使用，公司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部分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增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名称为“山东新型 B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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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及复合纸材料项目”
，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菏泽中丰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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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
用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本公司、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管理及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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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原因及调整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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