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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再升科技

60360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佳 荣钟

电话

023-88651610 023-88651610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

1

号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

1

号

电子信箱

zskjzqb@cqzskj.com zskjzqb@cqzskj.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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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672,330.71 2,448,260,581.66 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62,254,509.08 1,424,872,604.20 23.68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6,518,656.28 132,862,020.76 -12.30

营业收入

856,285,210.89 615,854,397.11 3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1,579,841.54 98,317,699.76 12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551,750.69 98,793,907.71 1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69 7.21

增加

6.4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126 0.1399 12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068 0.1368 124.27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6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郭茂 境内自然人

37.89

272,309,

180

0

冻结

52,000,000

上海广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5 44,924,880 0

无

0

南京融京汇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5 17,600,013 0

无

0

UBS AG

境外法人

2.08 14,956,566 0

无

0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施

罗德环球基金系列中国

A

股（交易所）

其他

1.02 7,341,704 0

无

0

北京新华富时

－

宁波银行

－

新华富时

盈鼎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9 7,111,238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78 5,620,043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

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5,321,910 0

无

0

靳达谦 未知

0.70 5,017,383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70 5,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下行危机，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近乎停滞，虽

然国内经济逐步企稳，但是增速有所放缓。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公司管理层坚持专注“干净空气” 和“高效节

能”市场的需求，坚持以“团队+创新” 为动力，聚焦关键任务，实现了销售规模稳定增长，经营业绩持续提

升。

得益于报告期内干净空气市场需求旺盛，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

司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实现营业收入856,285,210.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0,430,813.78元，增幅39.0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832,844,029.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7,071,299.38元，增幅37.48%。其中公司干净空气过滤材料（玻璃纤维空

气过滤纸、高效PTFE膜、熔喷材料三大类）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58.52%，AGM电池隔膜销量比上年同

期增长132.09%。

(2) 报告期， 公司综合毛利率为50.41%， 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6.96个百分点， 其中主营产品毛利率为

50.74%，较上年同期增加17.77个百分点。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建设，降本增效凸显，加之

新增口罩及熔喷产品毛利率较高。

(3)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合并净利润246,441,885.67元，比上年同期99,388,715.17元增加147,053,170.50

元，增幅147.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1,579,841.54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25.3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5,551,750.6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8.18%；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13.69%；基本每股收益0.31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23.45%。

1、应用场景“多点开花” ，助推主营业务持续增长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旗下广东美沃布朗（深圳中纺全资子公司）生产的口罩核心层高效低阻熔

喷材料供不应求。

口罩作为干净空气民用消费产品之一的应用需求爆发，公司利用自身行业优势迅速响应，新增多种口

罩产品，现拥有口罩产线17条，新开发产品PTFE口罩更是受到国内外客户好评，为干净空气产品切入民用

消费品领域奠定了基础。

随着非洲猪瘟疫情持续影响，加上国家环保政策的执行，对生猪养殖场的生物防护、环保体系和管理措

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催生了有实力、规模化的养殖企业对猪舍新风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猪舍新风用过滤

材料及设备销售大幅增加，新增销售收入12,460万元。

公司成功中标田湾核电站委托的《核级高效过滤器滤纸国产化研究项目》，在核级空气过滤纸的国产

化上首先迈出了一大步。

公司作为“干净空气”领域的领军企业，新的应用场景不断打开，为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2、持续研发投入，丰富产品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投入研发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持续打造更高端的研发中心，为产品研发创造更为有

利的条件。公司继续强化自主研发并开展多渠道技术储备，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共获得专利134项，其中发

明专利63项，实用新型专利64项，外观设计专利7项。为加快推进公司民机用隔音隔热毯的应用，公司按照美

国材料实验协会（简称“ASTM� ” ）的标准建设再升科技声学实验室，可对民机用隔音隔热毯的隔声性能进

行检测，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AS9100认证；为融合介质过滤与非介质过滤技术，结合

微静电非介质过滤技术和纳米光子净化技术，报告期内公司成立重庆爱干净空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推

动多种新材料应用于室内公共空间、畜牧业、医用等新兴消费市场，塑造一个高效节能、多功能、零维护、更

舒适、更安全的用户体验；同时公司加强专业研发设计团队建设，为“干净空气” 及“高效节能” 领域储备技

术力量，开发可应用于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要求的材料及产品，为提供定制化设计方案和工程落地累

积技术经验，推动企业在“干净空气”及“高效节能”领域深入发展，开阔新的应用市场。

3、智能制造推动企业升级，管理提升实现降本增效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前提下，美国的“再工业化” 、德国的“工业4.0” 、英国的“高价值制

造” 和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 等举措标志着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全球爆发。报告期公司倾力打造智

慧生态工厂，以此实现公司技术“再升” 一档，发展“再升” 一级。公司通过引进智能化生产设备，招募专业

技术人才，大幅提升了生产车间智能智造水平。智慧工厂的建设不仅有效降低生产损耗，减少劳动力成本要

素对企业发展的束缚，稳定产品质量，同时大幅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为公司持续稳步、健康发展奠定了极好

的基础。

4、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实现企业员工双赢发展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留住人才、

激励人才，将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利益与公司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加强企业凝聚力，使各方共同

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根据收益与贡献相对等的原

则，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再升科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报告期内公司对39名激励对象授予了287.5304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同时，调整后首次授予的166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631.6961万份于2020年6月5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

5、加强品牌及文化建设，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再升科技始终围绕干净空气产业发展，坚持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以打造国际一线品牌地位优势。公司经

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文化和企业文化；公司以“爱干净空气，用再升科技” 形象展示了企

业准确定位；公司通过设立干净空气体验中心，打造“网红打卡” 地；设立餐饮实体体验店，奢侈品店，展示

新风系统、油烟过滤系统，提升客户对新风系统效果的体验感；积极打通线上线下个体防护口罩销售渠道，

提升国内外用户对再升品牌的感知度；在公司加强品牌文化建设的同时，公司也注重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

护，截止报告期公司共获得注册商标141个。

6、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实施稳定的投资者回报措施

公司坚持现金分红回报股东策略，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于2020年7月13日实施完成，公司本次利润

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18,739,6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1,873,966.7元。同时公司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持续认真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主动接受社会和广

大投资者的监督。公司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多维度的投资者关系，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

认同度，切实提升公司价值及市场影响力。建立并维护上市公司的良好形象，推进公司在资本市场的长期健

康发展。

7、融合创新发展平台，助力各子分公司稳健成长

（1）悠远环境

悠远环境作为国内领先干净空气设备制造商， 干净空气产品应用领域和客户也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报告期内，悠远环境成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 ）核心净化产品供应商之

一，为其先进制程集成电路制造厂提供绿色节能的洁净空气解决方案；同时再一次携手“京东方” ，中标京

东方B12项目，为中国“智”造提供FFU及配套高效过滤器，截止目前，悠远环境凭借在空气洁净行业多年的

深耕细作，已经陆续服务京东方十数个重大项目，不断助力中国“智” 造迈上新台阶，且此次悠远环境为京

东方B12项目提供的滤纸，全部采用再升科技提供的玻璃纤维空气过滤纸和高效PTFE膜。成都路维光电项

目，国内首个超高等级洁净室（N2、N3等级），悠远环境为其提供的干净空气产品和服务验收全部合格，这

是国内超高等级洁净室的标杆性项目，充分说明悠远环境FFU产品应用于超高等级洁净室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为悠远环境干净空气产品在超高等级洁净室应用积累了业绩和宝贵技术应用经验。近期，悠远环境再传

捷报，中标全球最大单体OLED厂房-长沙惠科项目，长沙惠科项目是全球首条8.6代OLED生产线单体建筑

面积最大的高科技工业厂房，此次悠远环境中标FFU配套高效过滤器数量超52,000台,� 将倾力助力长沙惠

科打造全球知名OLED电视面板供应商。

除电子领域的多点突破，报告期内悠远持续为牧原集团提供猪舍新风系统解决方案及产品，已成为牧

原集团主要供应商之一，并陆续与双胞胎、新希望等优秀公司开展畜牧新风项目订单合作。

公司已在医药、P3实验室、医院、公共卫生中心等多个领域项目中中标，服务包括华东制药、三生制药、辽宁

成大生物、大华农、必威安康、和元生物P3动物房、武汉方舱医院、西安公共卫生中心等优质客户，为不同应

用场景客户空气安全保驾护航，确保产品符合各行业制造、测试和质量保证体系。

（2）深圳中纺（美沃布朗）

深圳中纺成立于2004年，专注于化纤及民用类空气过滤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

发展，深圳中纺在高效低阻熔喷材料，初、中效过滤材料、HEPA滤网、加湿过滤网等产品上积累了宝贵的技

术与客户资源。主要产品有：

高效低阻熔喷过滤材料：高效低阻熔喷过滤材料广泛应用于高端口罩、空气净化产品，为疫情防控和人

类生活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公司现拥有熔喷生产线4条（进口熔喷生产线3条，国产熔喷生产线1条），采用

国际先进核心部件和国际领先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利于产品性能稳定并大大减缓静电流失速度。通

过与美国田纳西大学合作，引进国外熔喷生产先进的二次水驻极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过滤材料效率高、阻力

高的矛盾点。主要产品包括：普通口罩熔喷材料BFE99及KN95系列，高效低阻油性过滤熔喷材料FFP2，FFP3

及KF94系列，高效低阻空气净化熔喷材料系列等，根据产品结构，产品不同产能不同。

生产熔喷需要优质的原料，精密的分析仪器，先进的水驻极工艺生产线，稳定的横幅定量控制能力，熟

练的技术工人，需要较长周期和体系建设，今年受疫情影响，中纺公司始终保持定力，专注当下，生产最优质

的产品，未盲目增加产线，产品受到比亚迪、阿波罗、康斐尔等优质客户欢迎，处于满产状态。

初中效过滤材料：初效针刺过滤材料、中效袋式过滤材料主要用于畜牧养殖业、工业厂房预过滤，能有

效过滤大粒径的颗粒物、灰尘、杂质等，可提高高效过滤器的使用寿命，降低成本。公司现有初效针刺过滤材

料设备2台、中效袋式过滤材料设备5台。产品主要分为：各种初效针刺棉，复合铁丝网，各种初中效滤袋等。

各种过滤制品：公司围绕集团自供核心滤材，可为空净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HEPA过滤网采用公

司自产的高效低阻熔喷过滤材料，能在保障过滤效率的情况下降低能耗、噪音，组合式HEPA过滤网在过滤

颗粒物的基础上还能增加除甲醛、抗菌等功能，该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空气净化器、汽车空调、扫地机器人

等民用消费产品。加湿过滤网，采用吸水性能优越的木浆纸、水刺布为基础材料，可应用于民用加湿器和工

业厂房加湿降温，通过物理性能实现加湿、降温，可减少空调、制冷设备的使用频率，有效降低能耗、减少成

本，同时也减少了工业制冷过程中对环境的损害。

此外，公司还拥有碳板、夹碳布及交换芯等产品，为干净空气多个应用领域提供服务。

2019年，公司控股深圳中纺以来，深圳中纺新经营管理层通过深入调研分析经营情况，导入集团先进管

理经验，大胆变革，实施扁平化管理，提高生产工作效率。此前，深圳中纺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中纺滤材有限

公司、深圳市斗方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美沃布朗科技有限公司三家，设立昆山生产工厂、深圳南山生产工厂、

东莞厚街生产工厂三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重复，各地间物料往来、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控股后逐步着手关

停昆山生产工厂，将深圳南山生产工厂合并至东莞厚街，处置了深圳市斗方科技有限公司，同时精简人员、

合并职能重复的部门和岗位、合理安排车间位置。通过聚焦战略和管理，有效提高生产工作效率，减少了不

必要的材料周转浪费的人力、场地和材料损耗等，有效提升了公司形象和对外竞争软实力。

未来，深圳中纺将继续努力应对疫情变化，同时积极主动把握干净空气市场特别是民用消费领域需求

的发展变化，以材料为基础，增加家用滤网竞争力，拓展汽车空调滤网等领域业务，从核心材料到制品配套，

实现干净空气愿景目标。

（3）重庆纸研院

2020年上半年，重庆纸研院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快速复工复产，在产品市场开拓、生产经营管理、技改与

生产线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完成2020年全年经营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强化

产品市场开拓工作方面，企业营销团队积极开拓市场，产品成功打入国内主流电池生产企业，成为其合格供

应商，并已持续取得大批量产品订单；同时，积极推进与MP公司的战略合作。 2020上半年，重庆纸研院AGM

隔板产品发货量3103.61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4.03%；生产管理工作方面，在集团推进“总经理降本

增效奖”活动下，全体生产线员工积极参予，强化质量、严控消耗，推进生产现场“7S”管理；加之近期产量大

幅增加，生产效率有效提升；在技改与生产线建设方面，AGM隔板生产线计划新增产线2条，合计产线达到8

条，年生产产能可达11,880吨；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重庆纸研院加强文化建设，落实制度执行，提升员工办

公环境，有力地提高了企业对外形象，员工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

此外，旗下控股子公司重庆宝曼新材料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2,224.0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20.87%。重庆宝曼专注于高端PTFE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技术研发能力突出，产品品质行业领

先。目前全球能够生产出进入电子半导体领域的同类高性能PTFE产品仅日本大金、日本日东和重庆宝曼三

家公司，科技含量不言而喻。公司坚持不断改进设备和工艺技术，开发出多款高性能新产品：如U级超高效

低阻产品PTFE滤料，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和医疗领域；吸尘器用高效可清洗PTFE滤料、家用空气净化器用低

阻可清洗PTFE滤料，精密液体过滤滤料；高端除尘用PTFE滤料、大气检测机用PTFE滤料等；同时针对新冠

疫情，公司迅速研发出口罩用和防护服用PTFE滤料，尤其是新型PTFE口罩以其良好的防水透气的舒适性体

验，受到客户广泛好评。未来，公司将加大新产品的市场推广，不断提升产品性能的同时积极攻克市场和国

家急需的新材料产品，打造全球顶尖的专业PTFE材料企业。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将“预收

款项” 价税分离的不含税金额调整至

“合同负债”列报；将“预收款项”价税

分离的税金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列

报。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同负债”期末列示金额：

51,501,776.73

元；期初列示

金额：

11,756,023.95

元；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列示金额：

6,695,230.98

元；期初列

示金额：

1,528,283.11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合同负债”期末列示金额：

177,911,502.69

元；期初列示

金额：

175,444,188.97

元；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列示金额：

23,128,495.35

元；期初

列示金额：

22,807,744.57

元。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应收

账款” 中一年内的质保金及验收款调

整至“合同资产”列报；将一年以上的

质保金及验收款调整至 “其他非流动

资产”列报。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同资产”期末列示金额：

47,006,693.66

元；期初列示

金额：

26,224,106.22

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期末列示金额

: 77,774,990.43

元；期

初列示金额

: 77,327,495.37

元。

（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公司于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2）上表中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列示金额中55,245,088.72元为新收入准则调整金额，期初列示金额中

55,855,402.45元为新收入准则调整金额。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01�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 临2020-089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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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再升科技”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

年7月16日以传真、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LIEW� XIAO� TONG（刘晓彤）先生因工作原因

不能亲自出席，委托易伟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投票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郭茂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再升科技2020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再升科技2020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 《关于确认公司20020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9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 《再升科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2）。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再升科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090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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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6日以电

话、传真、邮件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下午14:00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开云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再升科技2020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再升科技2020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

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 行为，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利

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2）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4）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

在虚假性的记载、误导性的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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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确认公司20020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9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再升科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再升科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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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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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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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

号的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1号文《关于核准重庆再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本公司于2015年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1,700万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

格7.9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4,3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30,194,500.00元（不含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4,105,500.00元。

上述资金于2015年1月19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

业字[2015]1108号《验资报告》。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507号文《关于核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采用询价方式，本公司于2016年5月非公

开发行2,592.33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30.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777,699,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21,091,809.72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756,607,190.28元。

上述资金于2016年5月3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

业字[2016]11545号《验资报告》。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554号文《关于核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公开发行了11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

行总额114,000,000.00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认购不足114,

000,000.00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4,000,000.00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6,153,953.19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7,846,046.81元。

上述资金于2018年6月25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

业字[2018]16999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当前余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IPO募投项目累计投入105,006,193.85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105,006,193.85

元，本年度使用0元，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

2、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累计投入777,896，759.56元（含前期置换

55,824,500.00元、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12,000,000.00元），其中，以前年度投入777,

267，406.55元，本年度投入629,353.01元；理财产品累计收益28,712,775.08元，其中以前年度实现收益28,712,

775.08元，本年实现收益0.00元；累计利息收入净额3,767,977.59元，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净额3,708,794.75

元，本年利息收入净额59,182.84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1,191,189.09元。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投入38,739,439.60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28,

662,007.27元，本年度使用10,077,432.33元；报告期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100,000,000.00元,截止报告期末

未到期理财产品68,000,000.00元,理财产品累计收益3,616,350.68元，其中以前年度实现收益2,231,682.19元，

本年实现收益1,384,668.49元；累计利息收入净额585,164.42元，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净额516,321.82元，本

年利息收入净额68,842.60元；累计支付其他发行费用26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048,122.31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

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2019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部分条

款进行了修订（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26）。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2015年2月，本公司会同中泰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

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77），

就西南证券承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做了说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分别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重新签订了 《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6年5月，本公司会同西南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同时，公司会同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

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汉正原” ）、西南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签订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

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发布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7-010），就变更“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做了说明。公司会同全

资子公司重庆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纸研院” ）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同时，项目变更前公司会同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2017年6月24日发布了《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63），就注

销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做了说明。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及西南证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2017年7月4日发布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告

编号：临2017-068），就变更“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做了说明。公司

会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共同订立签订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同时，项目变更前公司会同全资子公司宣

汉正原、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签订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2017年8月4日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94），

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承接本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工作及

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做了说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渝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新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纸研院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全

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 《四方监管协

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7月20日，本公司会同兴业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发布了《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4），就

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做了

说明。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

《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公司、宣汉正原、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

《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公司于2020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0），

就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 ）承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的保荐工作及股票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做了说明。2020年7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华福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重新签订了

《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纸研院及保荐机构华福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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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相关《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0年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

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50001083600050220571

活期

64,000,000.00

账户已注销

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

400101040017784

活期

45,785,500.00

账户已注销

合计

109,785,500.00

注1、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扣减保荐承销费用，但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用的余额。

注2、公司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400101040017784）内

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和“洁净与环

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专户余额为0.00。截至本报告日上述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

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已完成，“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还未实施完成，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有资金解决。鉴于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

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西南证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宫支行签署的《三方监

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 3、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

50001083600050220571）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入公司募投项目“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 ，专户

余额为0.00。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

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监

管协议》相应终止。

2、截至2020年6月30日，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

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50050108360000000100

活期

208,110,200.00

账户已注销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

11015534482008

活期

332,490,000.00

账户已注销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3905642910712

活期

97,200,000.00

账户已注销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3907749410303

活期

118,767,405.00

账户已注销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123903115110903

活期

11,188,394.32

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

15000089159484

活期

2,794.77

合计

756,567,605.00 11,191,189.09

注1、本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6,607,190.28元，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

756,567,605.00元，二者相差39,585.28元，主要系保荐承销费的可抵扣进项税人民币1,196,116.70元与支付的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156,531.42元（不含税）之间差额，本公司已于2016年9月以自有资金补齐该差额。

注2、本公司2017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由宣汉正原变更为重庆纸研院，具体详见本

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7年3月，重庆纸研

院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23903115110903），该项目对应募集资

金分批从初始存放银行转移到新开设账户。

注3、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123905642910712）

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为0.00。鉴于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

成本，公司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西南证券与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4、本公司2017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由宣汉正原变更为公司直接实施。具体详见

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7年7月，公司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5000089159484），该项目对应募集资金

从初始存放银行转移到新开设账户。

注5、 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50050108360000000100）内的资金，已按规定全部投入非公开发行“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设项目” ，

专户余额为 0.00。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宣汉正原办理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宣汉正原、兴业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

支行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注6、公司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

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

实际使用情况” 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

注7、公司2019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

隔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

况” 之“（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

注8、报告期内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761,359.26

减：募投项目支出

628,777.41

减：手续费等

575.60

加：利息收入净额

59,182.84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1,191,189.09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实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191,189.09

3、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

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50000108360000000588

活期

59,200,000.00 2,918,331.39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630031202

活期

50,000,000.00 2,129,790.92

合计

109,200,000.00 5,048,122.31

注1、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扣减保荐承销费用，但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用的余额。

注2、报告期内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72,043.55

减：募投项目支出

10,076,232.64

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00,000,000.00

减：手续费等

1,199.69

加：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资金

110,000,000.00

加：现金管理产品投资收益

1,384,668.49

加：利息收入净额

68,842.60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5,048,122.31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实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048,122.3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

件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相关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变更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

项目”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

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24,000万元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

膜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7,200万元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公司将“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宣

汉正原， 实施地点由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两港大道197号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现

有厂区内（所在地为达州市宣汉县普光工业园区）。

公司2015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保荐机构中泰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

化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2、公司将“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变更为重庆纸研院，实施

地点由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四社（普光工业园区）CB(53)-2015-34号宗地变更为重庆市南岸区蔷薇路26号

（重庆纸研院现有厂区内）。

公司2017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

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3、公司将“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由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四社（普光工业园

区）CB(53)-2015-34号地块变更为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普光工业园区）CB(53)-2016-27号地块。

公司2017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对此出具了

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变更实施地点。

4、公司将“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变更为公司直接实

施，实施地点由宣汉县土主镇庙潭村（普光工业园区）CB(53)-2016-27号地块变更为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

道两路组团GA标准分区Ga21-1/02号。

公司2017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变更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5、公司将“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2018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募集资

金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公司将“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7,2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2019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7,200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 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10,

000.00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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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公司以不超

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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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3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

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016年5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人民币5,582.45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

公司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

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5,582.45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事项。

截至2020年6月30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5,582.45万元，用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金额为5,582.4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

募集资金置换

自筹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实际

投入时间

1

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

设项目

21,411.02 4,505.02 4,505.02 2015.9.10-2016.5.20

2

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

建设项目

12,110.00 367.97 367.97 2015.11.19-2016.2.19

3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

衍生品建设项目

34,249.00 709.46 709.46 2015.11.19-2016.2.19

合计

67,770.02 5,582.45 5,582.45

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

鉴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2291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6年6月22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和使用效

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

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16年7月11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

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不超过5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本次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没有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本次对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投资收益；公司本次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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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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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无异议。

2017年6月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和使用效率，在确

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

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

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滚动使用不超过4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8年4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和使用

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

产品，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

用。

2018年10月25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

民币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在投资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

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理财产品到期后

将及时转回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续存。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年度取得投资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

金额为1,384,668.49元，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68,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止日期 收益金额 备注

1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

周周

利”开放式保本理财产品

18,000,000.00 2018.11.21-

无固定期 限

2

民生银行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款

30,000,000.00 2020.5.29-2020.8.28

3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0.5.29-2020.7.29

4

本报告期已到期理财产品

收益

1,384,668.49

合计

68,000,000.00 1,384,668.49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利用其他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1,500.00万元补充“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

项目”募集资金。

公司“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实施进度较快，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足，而

“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由于实施进度原因，拟使用募集资金闲置较多，为顺利推进“年产5000吨高

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 实施，提高企业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增加企业财务

成本及影响整体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公司拟从“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提取1,500.00万

元用于“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 今后实

施过程中募集资金不足时由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补充。

2015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其他募投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

目”募集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泰证券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

均同意公司从“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募集资金提取1,500.00万元用于“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

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今后实施过程中募集资金不足时由公司自有

资金进行补充。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四。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18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

目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24,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26）。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

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2019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核查意见，均同意将募投项目“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7,200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22）。上述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

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市

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

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具体情况见本专项报告之“一、募集资金

基本情况” 。

附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43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0,500.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

总额（注

1

）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注

2

）

本年

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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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型高效空气滤料

扩建项目

无 6,400.00 4,900.00 4,900.00 0.00 4,965.06 65.06 101.33 2018.07 2,444.67 是 否

2.

年产

5000

吨高效节

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

业化项目

无 3,200.00 4,700.00 4,700.00 0.00 4,700.32 0.32 100.01 2017.09 579.05 是 否

3.

洁净与环保技术研

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无 827.00 810.55 810.55 0.00 835.24 24.69 103.05 2017.03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10,427.00 10,410.55 10,410.55 0.00 10,500.62 90.0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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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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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七）

注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较计划募集资金略有减少，故对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投资金

额进行了调整；新型高效空气滤料扩建项目与年产5000吨高效节能真空绝热板芯材产业化项目投资金额变

动原因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七）。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公司“洁净与环保技术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用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科研实力，因此项目的效益

无法单独披露。

附件二：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0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769.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注

1

、

注

3

）

31,2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789.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12%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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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

）

本年

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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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性能玻璃

微纤维建设项

目

无 20,811.02 20,811.02 20,811.02 0.00 21,264.05 453.03 102.18 2018.09 3,043.63 是 否

2.

高效无机真

空绝热板衍生

品建设项目

24,

000.0

0

33,249.00 9,249.00 9,249.00 5.41 11,160.50 1,911.50 120.67 2020.09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3.

高比表面积

电池隔膜建设

项目

7,

200.0

0

11,876.74 4,676.74 4,676.74 57.53 4,397.97 -278.77 94.04 2019.01 236.78 否 否

4.

补充流动资

金

无 9,723.96 9,723.96 9,723.96 9,767.16 43.20 100.44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5.

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31,200.00 31,200.00 0.00 31,200.00

合计

31,

200.0

0

75,660.72 75,660.72 75,660.72 62.94 77,789.68 2,128.9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品建设项目”原预计完工时间

2019

年

12

月。此项目建设延期，公司将预

计完工时间调整为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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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二）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四）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不适用

（下转B7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