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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用自筹资金60,836,

872.81元和158,692.53元分别投入银川隆基年产1.2GW单晶硅棒项目和银川隆基年产2GW切片项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7月1日出具了瑞华核字[2015]01730038号《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2015年7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995,565.34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5年7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

个月，该笔资金将于2016年7月14日到期。截至2016年7月5日，公司已将该笔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2）2015年9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6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

月，该笔资金将于2016年9月14日到期。截至2016年9月9日，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16年7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4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该笔资金将于2017年7月10日到期。 截至2017年7月10

日，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5年7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

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

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2）2016年7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亿

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3）2017年7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

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所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全部按期收回。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6年8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2016年9月5日经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决定将西安隆基年产1.15GW切片项目产生节余资金6,685.14万元、无锡隆基年产850MW切片项目节

余资金1,061.83万元及“银川隆基年产2GW切片项目” 变更前未划转至“西安隆基年产1.15GW切片项目” 和

“无锡隆基年产850MW切片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372.2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 宁夏隆基年产1GW单晶硅棒项目于2018年2月建设完毕后， 募集资金账户形成项目结余资金6,

832.71万元及结余累计利息净收入947.50万元，鉴于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并

结项，上述结余资金低于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上述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1、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

用情况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附表3）。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用自筹资金780,936,

788.85元和150,687,743.86元分别投入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和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

单晶光伏组件项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01730043号《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2016年10月27日，隆基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31,624,532.71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截至

2018年3月29日，公司实际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3亿元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6年9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24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投资于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

（2）2017年9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1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九个月内有效，投资于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所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全部按期收回。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7年12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2018年2月6日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决定将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光伏组件项目结项后，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累计利息净收

入563.8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于2018年3月建设完毕后，募集资金账户结余累计利息

净收入2,012.41万元，鉴于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并结项，上述结余资金低于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上述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三）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换公司债券

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5）。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在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

用自筹资金175,791,495.99元和938,284,458.86元分别投入保山隆基年产5GW单晶硅棒项目和银川隆基年产

5GW单晶硅棒、5GW单晶硅片项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1月17日出具了瑞华核字[2017]01290002号《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

2017年11月24日，隆基股份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14,075,954.85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8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截至

2018年12月31日，该笔资金尚未到期。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2015年9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银川隆基2GW切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于2015年10月16日经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将银川隆基

2GW单晶硅片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使用西安隆基和无锡隆基现有厂房；同时由于切片机选型

调整，公司拟采购新型金刚线切片机以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将原采购124台切片机购置计划变更为

采购94台新型切片机，并相应调整相关辅助设备采购计划。项目总投资额由80,810.00万元变更为69,856.00万

元，减少自有资金投资额10,954.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仍为56,000.00万元。

（2）2016年10月27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宁夏隆基

800MW�单晶硅棒项目的议案》，并于2016年11月14日经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将宁夏

隆基 800MW�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租赁厂房实施；同时，由于技术升级及工艺改进，单晶炉生

产效率显著提升，变更220台单晶炉购置计划为192台，并相应调整相关辅助设备采购计划。在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产能规模目标将由原年产800MW单晶硅棒提升至1GW单晶硅棒。

（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无。

（三）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2018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相关监管协议，

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情况。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表1：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

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1,997.19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68.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2,122.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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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宁夏隆基

年产1GW

单晶硅棒

项目

是 40,000.00

40,

000.00

40,000.00 6,468.36 26,664.92

-13,

335.08

66.66%

（注1）

2018年2

月

11,854.19 是 否

银川隆基

年1.2GW�

单晶硅棒

项目

否 60,000.00

60,

000.00

60,000.00 0.00 60,787.43 787.43 100.00%

2016年6

月

11,960.12

否（注

4）

否

西安隆基

年产

1.15GW

单晶硅片

项目

是

56,000.00

29,

208.00

29,208.00 0.00 22,982.06

-6,

225.94

78.68%

（注2）

2016年4

月

4,122.06

否（注

4）

否

无锡隆

基年产

850MW�

单晶硅

片项目

是

26,

792.00

26,792.00 0.00 25,660.25

-1,

131.75

95.78%

（注3）

2016年6

月

2,970.02

否（注

4）

否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否 40,000.00

35,

997.19

35,997.19 0.00 36,027.43 30.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96,000.00

191,

997.19

191,

997.19

6,468.36

172,

122.09

-19,

875.10

- - 30,906.4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司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为保障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用自筹资金60,836,872.81元和158,692.53元分别投入银

川隆基年产 1.2GW单晶硅棒项目和银川隆基年产 2GW�切片项目。2015�年 7�月 14�

日，隆基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2015�年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995,

565.34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5年7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00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该笔资金将于2016年7月14日到期。

截至2016年7月5日，公司已将该笔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5年9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60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该笔资金将于2016年9月14日到期。截至

2016年9月9日，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16年7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4�亿元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12�个月，该笔资金将于2017年7月10日到期。截至2017年7月10日，上述资

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5年7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

办理相关事项，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2）2016年7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

用。

（3）2017年7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

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期所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全部按期收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1）西安隆基年产1.15GW单晶硅片项目已于2016年4月建设完毕，形成节余资金6,

685.14万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①募集资金到帐后，存储专户产生利息净收入

402.18万元；②“银川隆基年产2GW切片项目”于2015年10月经公司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后变更了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中1.15GW切

片项目由西安隆基实施，鉴于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需要重新开立募集资金专户以

及办理委托贷款后方可由西安隆基使用，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公司以自有资金预

先进行了投入，并相应减少了募集资金的支出1,087.65万元；③由于设备采购价格

下降以及汇率变动等因素，导致实际采购成本减少5,195.31万元。

（2）无锡隆基年产 850MW�单晶硅片项目已于2016年6月建设完毕，形成节余资金

1,061.83万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①募集资金到帐后，存储专户产生利息净收入

371.59万元；②由于设备采购价格下降以及汇率变动等因素，导致实际采购成本减

少690.24万元。

（3）宁夏隆基年产1GW单晶硅棒项目已于2018年2月建设完毕，形成节余资金6,

832.71万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①由于设备采购价格下降等因素，导致实际采购成

本和预备费支出减少3,758.09元；②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了

部分项目铺底流动资金的投入，从而导致募集资金铺底流动资金支出减少3,074.62

万元。

注1：截至至期末，宁夏隆基年产1GW单晶硅棒项目投入进度为66.66%，主要是由于部分工程和设备款尚

未结算以及项目产生部分节余所致，但该项目已完工。

注2：西安隆基年产1.15GW单晶硅棒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为78.68%，主要是由于项目产生部分节余所

致，但该项目已完工。

注3：无锡隆基年产850MW单晶硅棒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为95.78%，主要是由于项目产生部分节余所

致，但该项目已完工。

注4：银川隆基年产1.2GW单晶硅棒项目、西安隆基年产1.15GW单晶硅片项目、无锡隆基年产850MW单

晶硅片项目2018年度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光伏政策调整，特别是“823号文” 的出台，导致短

期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光伏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整个行业开工率和盈利水平均显著下降，虽然公司募投

项目销量保持增长，非硅成本持续下降，上游原材料价格也相应下调，但由于主要产品价格下跌幅度较大，且

上游原材料价格调整存在一定滞后，因此毛利率同比出现较大下滑，从而导致上述募投项目实际效益未达预

期。随着2018年4季度以来市场的逐步调整到位，公司募投项目效益水平呈明显回升趋势。

附表2：

变更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期实

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西安隆基年产

1.15GW单晶硅片项

目

银川隆基年

产 2GW�切

片项目

29,

208.00

29,208.00 0.00 22,982.06 78.68% 2016年4月 4,122.06 否（注1） 否

无锡隆基年产

850MW单晶硅片项

目

26,

792.00

26,792.00 0.00 25,660.25 95.78% 2016年6月 2,970.02 否（注1） 否

宁夏隆基年产1GW

单晶硅棒项目

宁夏隆基年

产800MW

单晶硅棒项

目

40,

000.00

40,000.00 6,468.36 26,664.92 66.66% 2018年2月 11,854.19 是 否

合计 -

96,

000.00

96,000.00 6,468.36 75,307.23 - - 18,946.2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为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1）2015年9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银川

隆基2GW切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于2015年10月16日经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批准（详见2015年10月17日公告），将银川隆基 2GW�单晶硅片项目的实施方

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使用西安隆基和无锡隆基现有厂房；同时由于切片机选型调整，公司

拟采购新型金刚线切片机以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将原采购 124�台切片机购置计

划变更为采购 94台新型切片机，并相应调整相关辅助设备采购计划。（2）2016年10月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宁夏隆基 800MW�单

晶硅棒项目的议案》，并于2016年11月14日经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

将宁夏隆基 800MW�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租赁厂房实施；同时，由于技术升

级及工艺改进，单晶炉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变更220台单晶炉购置计划为192台，并相应调

整相关辅助设备采购计划。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产能规模目标将由原年产

800MW单晶硅棒提升至1GW单晶硅棒。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注1：参见附表1（注4）

附表3：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4,224.01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441.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3,553.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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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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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乐叶年产

2GW高效单晶

PERC电池项目

否

190,

000.00

90,000.00

190,

000.00

18,

632.64

189,

212.37

-787.63

99.59%

（注1）

2018

年3月

27,

060.46

是（注

2）

否

泰州乐叶年产

2GW高效单晶

光伏组件项目

否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808.60 50,000.00 0.00 100.00%

2017

年9月

15,

081.27

否（注

3）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否 58,000.00 54,224.01 54,224.01 0.00 54,340.92 116.91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98,

000.00

294,

224.01

294,

224.01

22,

441.24

293,

553.29

-670.72 - -

42,

141.7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

司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为保

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用自筹资金780,936,788.85元和150,687,

743.86元分别投入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和泰州乐叶年

产2GW高效单晶光伏组件项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了瑞华核字[2016]01730043号《关于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

告的鉴证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2016年10月27日，隆基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2016年第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931,624,532.71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5.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年3月29

日，公司实际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3亿元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6年9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4�亿元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2017年9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九个月内有效。投资于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

事项，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所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全部按期收

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1）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组件项目于2017年9月建设完毕，该项目募

集资金专户净利息收入形成结余募集资金563.98万元,分别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2017年第十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结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于2018年3月建设完毕后，募

集资金账户结余累计利息净收入2,012.41万元，鉴于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成并结项，上述结余资金低于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上述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1：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为99.59%，主要是由于部分工程和

设备款尚未结算所致，但该项目已完工。

注2： 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PERC电池项目于2018年3月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根据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该项目达产期年平均净利润为47,105.00万元，投产首年达产率为75%，2018年

为投产首年，按照项目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至2018年末（2018年4月至12月）计算的2018年度承诺效益为

26,496.56万元，故2018年已达到承诺效益。

注3： 泰州乐叶年产2GW高效单晶光伏组件项目2018年度实现效益15,081.27万元， 达到承诺效益的

75.14%，效益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光伏政策调整，特别是“823号文” 的出台，导致短期市场需求大

幅萎缩、光伏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整个行业开工率和盈利水平均显著下降，虽然公司募投项目销量保持

增长，非硅成本持续下降，上游原材料价格也相应下调，但由于主要产品价格下跌幅度较大，且上游原材料价

格调整存在一定滞后，因此毛利率同比出现较大下滑，从而导致上述募投项目实际效益未达预期。随着2018

年4季度以来市场的逐步调整到位，公司募投项目效益水平呈明显回升趋势。

附表4：

变更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期实

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不适用

合计 - - - - - -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附表5：

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6,126.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7,683.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1,649.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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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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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隆基

年产5GW

单晶硅棒

项目

否

150,

000.00

146,

126.00

146,

126.00

72,

869.92

91,

276.07

-54,849.93 62.46% 2018年12月

21,

142.45

不适

用（注

1）

否

银川隆基

年产5GW

单晶硅棒、

5GW单晶

硅片项目

否

130,

000.00

130,

000.00

130,

000.00

24,

814.06

130,

373.19

373.19 100.29% 2018年9月

69,

292.34

是 否

合计 -

280,

000.00

276,

126.00

276,

126.00

97,

683.98

221,

649.26

-54,476.74 - -

90,

434.7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待公司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在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以前，

公司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已使用自筹资金175,791,495.99元和938,

284,458.86元分别投入保山隆基年产5GW单晶硅棒项目和银川隆基年产5GW单晶

硅棒、5GW单晶硅片项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1月17日出具了瑞华核字[2017]01290002号《隆基绿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

告》，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2017年11月24日，隆基股份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1,114,075,954.85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8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笔资金尚未到

期。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注1：保山隆基年产5GW单晶硅棒项目于2018年12月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18年实际效益中为2018年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建设期内产生的效益，故2018年不适用是否达到承诺效益。

附表6：

变更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期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不适用

合计 - - - - - -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318� � � �公司简称：派思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尚智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健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高君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58,942,442.85 2,121,404,345.71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6,961,977.70 1,022,428,885.28 -2.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20,748.43 -24,961,554.12 233.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6,392,579.93 162,581,150.80 -6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17,677.68 9,156,538.55 -37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5,988,369.77 8,973,740.15 -389.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0.89 减少3.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60.4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5,42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79,222.22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99,999.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370,692.0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92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120,950,353 29.99 0 无 国有法人

EnergasLtd. 76,500,000 18.97 0 质押 72,750,000 境外法人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57,549,647 14.27 0 质押 28,0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

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48号资

产管理产品

11,325,670 2.81 0 无 其他

太平资管－招商银行－粤财信

托－定增宝1号基金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7,415,405 1.84 0 无 其他

于海生 4,117,600 1.02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

司－中金稳定收益专户

3,715,801 0.92 0 无 其他

互联智道投资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冠群智道天蝎座FOF量化

对冲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95,300 0.89 0 无 其他

宁波汇海启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10,200 0.8 0 无 其他

互联智道投资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智道冠群CTA私募基金

2,917,842 0.72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120,950,353 人民币普通股 120,950,353

EnergasLtd. 7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00,000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57,549,647 人民币普通股 57,549,647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

精选48号资产管理产品

11,325,670 人民币普通股 11,325,670

太平资管－招商银行－粤财信托－定增宝1号基金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7,415,405 人民币普通股 7,415,405

于海生 4,1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7,60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中金稳定收益专户 3,715,801 人民币普通股 3,715,801

互联智道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冠群智道天蝎

座FOF量化对冲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9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5,300

宁波汇海启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0,200

互联智道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智道冠群CTA

私募基金

2,917,842 人民币普通股 2,917,8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nergasLtd.公司实际控制人XIEJING和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冰为

兄妹，上述两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79,727,576.94 114,591,304.93 -30.42

主要系按照公司经营计划，退回不执行

项目预付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26,561.98 41,189,744.11 -50.89

主要系在建工程项目预付的技术、工

程、设备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0,635,237.09 364,691,468.28 -34.02 主要系用募集资金支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 23,218,711.59 14,466,441.00 60.50 主要系新签合同的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005,082.52 2,460,318.79 -59.15

主要系利润额总额下降，企业所得税减

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95,849.18 199,785.47 -147.98 系外币折算差异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56,392,579.93 162,581,150.80 -65.31

受2018年国内宏观经济、中美贸易战后

续影响，国内外客户需求疲软，公司订

单减少及项目毛利率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49,761,817.59 118,947,723.33 -58.16 主要系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484,749.21 4,811,250.29 -48.36

主要系年初新项目立项阶段，未产生大

的投入所致。

销售费用 1,304,690.11 1,952,190.14 -33.17 主要系收入减少对应的运费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55,168.13 -1,108,582.15 366.57

主要系个别项目执行放缓，回款延迟所

致。

投资收益 1,634,050.58 -590,335.98 376.8 主要系新增理财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50,555.56 新增 系理财到期收益结转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0,894.20 3,074,013.21 -105.56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25,617,677.68 9,156,538.55 -379.77

受2018年国内宏观经济、中美贸易战后

续影响，国内外客户需求疲软，公司订

单减少及项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大幅

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420,748.43 -24,961,554.12 233.89

主要系按照公司计划，退回不执行项目

预付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1,712,098.28 -20,236,303.00 不适用 主要系用募集资金支付工程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796,756.17 22,942,291.49 -203.72

主要系融资租赁售后回租贷款提前结

清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12月10日，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投资” ）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谢冰与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众兴集团” ）签订了《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29.99%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派思投资拟将其持有本公司120,950,353股股份协议

转让给水发众兴集团（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99%。本次股份转让过户

完成后，水发众兴集团将择机向除水发众兴集团以外的派思股份股东发起20.01%股份的部分

要约，全部收购完成后，水发众兴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50.00%，（详情请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18-095、2018-098、2018-099、2018-100、

2018-102、2019-001、2019-006、2019-011）。2019年3月26日， 上述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

手续已完成（详情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12）。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水发众兴集团尚未发起部分要约收购。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至下一报告期公司是否能改善业绩情

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尚智勇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18� � �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8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

董监高减持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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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启明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135,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336%,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姚健华女士现持有公司股份225,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55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李启明先生因偿还个人借款需求， 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各自所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3,750股 (以上拟减持股份数量均包含本数),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

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数量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3%，；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姚健华女

士因偿还个人借款需求， 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各自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

超过56,250股 (以上拟减持股份数量均包含本数)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减持数量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9%，且未超过其个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启明先生和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姚健华女士的《关于减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 号）的相关要求，

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启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5,000 0.0336% 其他方式取得：135,000股

姚健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25,000 0.0558% 其他方式取得：22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李启明 不超过：33750股

不超过：

0.008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33750股

2019/5/27～

2019/11/2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

偿还个人借

款

姚健华 不超过：56250股

不超过：

0.0139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56250股

2019/5/27～

2019/11/21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

偿还个人借

款

1.1�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1.2� (二)(二)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根据《招股说明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谢冰、谢云凯、李伟、吕文哲（已离职）、李启明

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派思投资的所有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派思投资.的股权，也不由派思投资回购该部分股权。

通过派思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谢冰、谢云凯、李伟、吕

文哲（已离职）、李启明同时承诺：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25%；自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的50%。

该项自愿承诺已经通过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豁免。（详见公司编号

2018-094号和2018-104号公告。）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1.3�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1.4�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1.5�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1.6�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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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ITC对公司牛磺酸产品终止337调查的最终裁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2日发布了《关于美国

Vitaworks� IP及 Vitaworks公司等申请人向美国ITC申请对公司牛磺酸产品提起337调查的公

告》及补充公告，美国Vitaworks� IP公司、Vitaworks公司等申请人，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

第337节规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ITC” ）提出申请，指控对美出口、在

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牛磺酸 （2－氨基乙烷磺酸） 产品及其生产工艺 (Certain� Taurine,�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Processes� for� Making� the� Same,and� Products� Containing� the�

Same）侵犯其专利权，请求美国ITC发起337调査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2019年4月2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美国ITC对公司牛磺酸产品提起337调查的进展公告》， 公司获悉美国

Vitaworks� IP公司、Vitaworks公司等申请人向美国ITC提出动议，要求暂停调查程序，并请求

以撤诉的理由终止调查。美国ITC法官因对方以撤诉为由提交了终止调查的动议而作出暂停

程序的决定。2019年4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美国ITC对公司牛磺酸产品终止337调查的公

告》，美国ITC初步裁决,�批准终止此次337调查的动议。上述事项的基本情况和相关进展详

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美国ITC最终裁决结果相关文件。美国ITC裁定：不复审法官2019年4月10

日的初步裁决结果，终止此次337调查。

至此，公司牛磺酸产品涉及的337�调查事项已全部终结。截至目前，公司牛磺酸产品在美

国的相关出口及销售活动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78� � � �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9-032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面向民生领

域应用系统迁移技术研究”项目补助款人民币309.0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得补助的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

因或项目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

形式

政策

依据

与资产/收益

相关

计入

会计科目

1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课题研究经费

中央财政资助

309.03 现金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面向民生领

域应用系统迁移技术研究

课题编号：2018ZX01045101-004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注: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截止至本公告日，上述补助

资金已经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本次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

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收到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将在“递延收益”

科目归集，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其他收益” 。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项目的进展，该项目的政府补助可能影响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具体金额以年审

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1）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为预付资金，最终取得的金额将根据项目课题的完成程度并经验

收后确认；若未能通过验收，上述政府补助款可能需要全部或部分退回。

（2）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具体金额均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政府补助的协议;

2、政府补助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2019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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