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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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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盈森 股票代码 0023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会丰 刘会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新陂头村美盈森厂区A栋 深圳市光明区新陂头村美盈森厂区A栋

电话 0755-29751877 0755-29751877

电子信箱 mys.stock@szmys.com mys.stock@szmy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6,002,820.38 1,466,065,891.22 -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868,067.37 165,133,326.58 -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4,778,005.24 155,719,209.06 -4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447,836.29 263,296,984.50 -1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0 0.1078 -4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0 0.1078 -4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3.66% -1.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055,166,878.59 7,269,432,950.85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46,117,788.35 5,147,240,482.87 -7.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9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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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海鹏 境内自然人 43.24% 662,126,796 496,595,097 质押 324,456,857

王治军 境内自然人 8.95% 137,026,811 114,254,340

鞠成立 境外自然人 1.57% 23,976,960 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17,180,069 0

红塔红土基金-

浙商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美盈

森平层投资单-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16,251,216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精选

蓝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15,000,000 0

景顺长城基金-

建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寿

委托景顺长城

基金股票型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10,500,012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景顺长城

核心竞争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10,000,000 0

池小贵 境内自然人 0.47% 7,257,20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7% 5,604,6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海鹏为王治军之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建设银行-中

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景顺长城基金股票型组合同属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池小贵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321,7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7.11%。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严峻考验，全球

范围内多数企业的采购、生产及销售等经营活动均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市场预期总体向好。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稳复工、战

疫情、抓生产，通过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并加大客户拓展力度等手段，保

障了公司经营平稳。公司按照“包装+大健康” 双轮驱动战略规划，一方面集中主要精力发展

包装业务，在不断拓展业务的同时，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融资事项，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贴

近客户的产能布局；另一方面，公司稳步推动工业大麻产业发展项目，持续开展相关项目合

作、产品研发等工作，打造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深化为实现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前

瞻性布局和有益探索。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4,600.28万元，同比减少8.19%；营业成本96,931.47万

元，同比减少2.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86.81万元，同比减少42.55%。经营业绩下

降主要系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高附加值客户订单减少所致。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公司积

极提供疫情相关生活物资、电商物流及医疗防护等物资配套包装保障，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同时，相关产品收入增加，一定程度降低疫情给公司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

2020年上半年主要工作情况：

（1）有序推进公司新产能布局，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近年来，公司已逐步实现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圈、

一带一路一东南亚等经济活跃区域的高端/智慧产能布局， 并正有序推动一带一路-西安、中

原经济区产能布局，进一步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产能储备工作。

1）面对白酒消费升级，中高端白酒包装需求日益增加的趋势，公司坚定深耕白酒包装市

场。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贵州省习水县政府和江苏省涟水县政府合作在习水县和涟水县建

设精品包装智能制造项目，旨在深度挖掘项目周边包括习酒、今世缘等知名酒企在内的中高

端白酒包装市场，打造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在实施习水项目和涟水项目的过程中，公司改变了原有的“先基建、后投产” 的策略，通

过协调当地政府免费提供厂房供项目先行投产，后续选址兴建厂房的策略，缩短公司新项目

的建设时间，将大量资本性支出时间延后，使公司新项目能够较快的产生效益，提升项目的投

资回报率。

2）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东南亚战略布局，分享东南亚地区新兴市场发展带来的战略性机

遇。报告期内，公司越南同奈生产基地正式投产,2020年7月1日，公司美盈森集团（越南）包装

生产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公司积极推动在一带一路-东南亚的战略布局，有利于贴近服务公司客户，提升公司对相

关区域客户的快速响应能力，同时有利于分享包括越南、泰国等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机

遇，提升公司区域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并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

（1）积极应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影响，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并加大

客户拓展力度，保障公司经营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外部形势变化，同时进一步优化内部业务程序，提升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水平，继续加大客户服务的深度与广度，挖掘现有客户潜力，同时新开发了包括康

宁、阿特斯、兆驰股份等在内的新客户。

研发设计能力和工艺技术水平的不断增强，在公司新客户开发及服务、增强公司核心竞

争力等方面显得至关重要。公司高度重视研发设计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共申请专利57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专利397项。

公司在为高端优质客户提供服务及合作过程中，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平台生

产工艺进一步改善，对生产各个环节效率提升作用明显，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保障公司经营平

稳发展。

（3）高度重视股东投资回报，积极回馈全体股东

公司本着积极回馈全体股东的原则，根据2019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制定了积极的分红方

案。公司于2020年4月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33元，

共计派发现金50,993.08万元。

（4）持续探索、实践新产业领域

秉承“科技创新、精准扶贫、生物健康、造福人类” 的理念和愿景，为助力国人健康，公司

在报告期内有序推动美盈森集团工业大麻产业发展项目工作。

2020年3月6日，文麻生物与文山州农业科学院签署《研发合作协议》，文山州农业科学院

将对公司工业大麻产业发展项目提供全面的种植技术指导、 新产品研发支持以及咨询服务，

双方共建工业大麻研发实验室，并进行工业大麻育种、一年两季种植技术研究、工业大麻产业

应用研究以及蒜头果神经酸的制备与相关产品研发。

2020年5月8日，文麻生物取得了西畴县公安局签发的《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

2020年7月22日，文麻生物与文山三七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完成了《投资协议》的签署程

序。文麻生物计划投资6000万元于文山三七产业园区登高片区建设工业大麻CBD萃取项目。

报告期内，文麻生物已在文山州西畴县董马乡种植工业大麻1213.52亩，并完成工业大麻

麻籽人造肉饼产品第一阶段的代工厂考察遴选及小批量生产工作。公司将择机把人造肉等产

品推向市场。

（5）启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计划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00,000.00万元（含本数），用于公司郑州、西安、习水、越南河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及

补充流动资金。如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进行，将有利于为相关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实现

公司在中原经济区、一带一路西安、东南亚、中国白酒金三角的产能覆盖，贴近服务客户，开启

白酒包装业务新纪元，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已获得证监会受理，并收到了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已组织材料，回复了相关反馈问题，

目前正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

（6）积极推动处理金之彩收购纠纷的解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高度重视金之彩收购纠纷问题，积极致力于金之彩纠纷问题的妥善

解决。经过长期的努力，金之彩纠纷案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具体如下：

2020年4月21日，公司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的裁决书[（2016）深仲裁字第1059号]，针

对2016年7月金之彩原股东西藏新天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西藏新天

地” ） 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公司支付85,039,050.28元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1,235,

832.49元利息的仲裁请求，深圳国际仲裁院作出终局裁决，驳回了西藏新天地的仲裁请求并裁

决西藏新天地承担案件的仲裁费。

2020年6月2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29605号]，深圳中院对欧阳宣上诉金之彩、公司，要求撤销

（2018）粤0309民初5060号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金之彩临时董事会2017年8月18日形成

的《董事会决议》和2017年9月1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欧阳宣上诉，维持原判。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统称"新收

入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

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2020年4月23日刊载于《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合并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元） 14,504,544.75 -14,504,544.75

合同负债（元） 14,504,544.75 14,504,544.75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元） 4,123,182.34 -4,123,182.34

合同负债（元） 4,123,182.34 4,123,182.34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在上年度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上，公司本报告期将习水美盈森、涟水美盈森、印度PR公

司、印度美盈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 本期由公司与贵州赤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设立贵州省习水县美盈森科技有限公

司， 于 2020年 01月 21日完成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330MA6J9QPUXD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持股90%；按

照相应的会计报表编制规则，公司本期将习水美盈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 本期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美彩包装有限公司与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涟水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05月6日完成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20826MA21DPTK9Y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

司、江苏美彩包装有限公司、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70%、10%、20%；公司持股

江苏美彩包装有限公司70%，经综合折算公司持有涟水美盈森77%股权；按照相应的会计报表

编制规则，公司本期将涟水美盈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 本 期 由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香 港 美 盈 森 投 资 10.2 万 美 元 ， 认 购

MYSPRINDIANPRIVATELIMITED公司51%股权；按照相应的会计报表编制规则，公司本期

将印度PR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 本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盈森与公司副总裁冯达昌先生共同在印度设立

MYSINDIAPACKAGINGTECHNOLOGYPRIVATELIMITED，印度美盈森注册资本为10万卢

比（约合9400元人民币），香港美盈森持有印度美盈森99.99%的股权，冯达昌先生持有印度美

盈森0.01%的股权（冯达昌先生仅作为印度美盈森0.01%股权的名义持有人，香港美盈森实际

持有印度美盈森100%股权）；按照相应的会计报表编制规则，公司本期将印度美盈森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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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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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

年8月1日送达。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10：00起，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现场出席的董事6人，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1人。公司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海鹏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

二、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6）。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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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

年8月1日送达。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11:30起，在公司六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3人，现场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利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

二、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06）。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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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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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225号）文核准，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11,923,

685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发行价格12.58元/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7,999,

957.30元，扣除发行费用19,887,923.18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388,112,034.12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0月28日到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6]第5-00045号）。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016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460.00元，主要为支付银行账户

管理费、手续费。

2017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18,158.54万元，主要为支付工

程款、设备款等，截至2017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18,158.59万元。

2018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27,864.56万元，主要为支付工

程款、设备款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46,023.15万元。

2019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25,452.59万元，主要为支付工

程款、设备款及原材料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71,475.74万元。

（3）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0年上半年度，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共投入使用金额13,324.02万元 （含5,

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为支付工程款、设备款及原材料等。截至2020年06月30

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84,799.77万元（含5,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0年06月30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628,631,392.83元， 其中利息88,

517,099.51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一次修订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于2009年12月24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本次修订已经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二次修订

2010年9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的使用申请、审核批准的相关规

定。本次修订已经公司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三次修订

2012年8月3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支出审批流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修订已经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四次修订

2016年10月27日，公司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行指引》的相关要求，修

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修订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1）为规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相关银行账户作为公司及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市美盈森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6日与10家开户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兴证券”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于2017年2月10日承接了东兴证券关于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2017年3月4日，公司、公司子公司与10家

开户行及中泰证券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698668288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东莞）项目

建设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4425010000400000168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中电支行 15278888888869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中信银行深圳西乡支行 8110301012900051643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000013925006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151460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294014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华夏银行高新支行 10860000000412380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农业银行深圳爱联支行 41024000040026975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54113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

加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子公司成都市美盈森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2018

年9月26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

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811030101220034152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2）基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智

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变更为实施“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包装印

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及“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相关银行账

户作为相关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子公司与8家开户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

2017年12月21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

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农业银行深圳爱联支行 4102400004002904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农业银行六安开发区支行 12043401040007667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47076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00009072619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3779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194601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10860000000464677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4046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增加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

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与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

2018年6月26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

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1596076288882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3）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截至

2018年5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58,068.86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中的28,000万

元变更用于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建设、将10,000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

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将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截至2018年5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19,912.25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中的10,

000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将相关银行账户作为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与5

家开户行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2018年10月16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

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235073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农业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1019500040028852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80840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15105888888858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690988888860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部分募集资金专

户的议案》，同意增设相关银行账户为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下

属子公司与开户银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于2019年4月13

日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程序，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

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名称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846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977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553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715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422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688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

行不存在问题。

3、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上市至今，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以便于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0年06月30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截止2020年06月30日余

额（元）

项目名称

平安银行深圳中电支行 15278888888869

4,543,018.82

（注1）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

（成都）项目

中信银行深圳西乡支行 8110301012900051643

32,070,505.42

（注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8110301012200341525 0.00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977

4,371,261.92

（注3）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698668288 170.0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

（东莞）项目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194601 56,011,870.22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

税加工（岳阳）项目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422 5,049,651.73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10860000000464677 55,366,505.94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

项目

（注4）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4046 86,261,280.41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846 2,215,944.23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47076

40,685,438.55

（注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

（六安）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000090726195

7,274,636.17

（注6）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73090122000073779

34,493,296.26

（注7）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688

6,706,399.98

（注8）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15105888888858 4,833.95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

（长沙）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5690988888860

16,647,970.34

（注9）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553

3,108,949.83

（注10）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4403040160000235073

72,078,313.16

（注11）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

4.0产业园项目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338040100100380840

64,851,205.88

（注12）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5840000010120100495715

136,890,139.97

（注13）

合计 628,631,392.83

注 1: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成都 ) 项目， 上表平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15278888888869”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存放在保证金账户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801452246350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3,307,544.52元，存出保证金的原因系公司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原材料时，根据银行的要求对开具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预

存的保证金(下同)。

注 2: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成都 ) 项目， 上表中信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8110301012900051643”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900.00万元。

注3：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成都 ) 项目， 上表浙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5840000010120100495977”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00.00万元。

注4:截至报告期末，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所属账户余额已将5,000.00万募集资金转

出并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因相关账户的结构性存款尚未全部到期，故截至报告期末高

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所属募集资金专户尚有余额14,384.37万元。

注 5: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六安 ) 项目 ， 上表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338040100100347076”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917.00万元。

注 6: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六安 ) 项目， 上表平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15000090726195”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83.00万元。

注 7: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六安 ) 项目， 上表宁波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73090122000073779”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60.00万元；以及存放

在保证金账户(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1801452232652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6,640,728.33元。

注 8: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六安 ) 项目， 上表浙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5840000010120100495688”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0万元；以及

存放在保证金账户(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1801452232652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46.00万元。

注 9: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长沙 ) 项目， 上表平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15690988888860”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存放在保证金账户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8014522226912)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0,461,303.33元。

注10: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 (长沙 ) 项目， 上表浙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5840000010120100495553”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存放在保证金账户(平安银行深圳红

宝支行18014522226912)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787,902.95元。

注11：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上表杭州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4403040160000235073”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000.00万元。

注12：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上表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338040100100380840”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000.00万元。

注13: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上表浙商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5840000010120100495715”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0,800.00万元。

4、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投项目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

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期限：

2019年8月23日-2020年8月22日），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8月27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4）。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截至

2020年06月30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3,460.00万元，该资金使用期限未

超过12个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明细如下：

项目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万元）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2019年08月 1,576.00

2019年09月 583.00

2019年10月 841.00

2019年12月 260.00

2020年06月 200.00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

2019年09月 1,000.00

2019年10月 4,000.00

2019年11月 3,000.00

2019年12月 2,800.00

2020年06月 3,000.00

2020年04月 4,000.00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 2019年10月 2,200.00

合计 23,460.0

5、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

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5.00亿元的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11月20日有效。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

查意见。

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报告期内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资金管理共取

得收益6,862,031.78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银行保本理财

产品尚未到期的本金金额为22,900.00万元。

表一：报告期内已到期理财产品及收益明细表

主体单位 银行 产品名称 起止时间

本金金额

（万元）

理财收益（元）

湖南美盈森实

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

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3261）

2019.10.21-2020.01.21 4,500.00 391,315.07

佛山美盈森绿

谷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

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3262）

2019.10.21-2020.01.21 5,000.00 434,794.52

美盈森智谷

（苏州）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195779

号

2019.10.22-2020.01.21 7,500.00 654,452.06

安徽美盈森智

谷科技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195778

号

2019.10.22-2020.01.21 2,000.00 174,520.55

成都市美盈森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深圳西乡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9891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编号：

C196Q011F）

2019.10.25-2020.02.10 1,000.00 108,000.00

安徽美盈森智

谷科技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2019.11.04-2020.02.03 2,000.00 177,013.70

佛山美盈森绿

谷科技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2019.11.04-2020.02.03 8,000.00 723,612.06

美盈森智谷

（苏州）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深圳高新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19233310（产

品编号：HY19233310）

2019.12.24-2020.03.24 10,000.00 890,054.79

湖南美盈森实

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

构性存款产品

（TLB20200451）

2020.01.22-2020.04.22 4,500.00 392,671.23

佛山美盈森绿

谷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

构性存款产品

（TLB20200452）

2020.01.22-2020.04.22 5,000.00 436,301.37

美盈森智谷

（苏州）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8254

号

2020.02.28-2020.05.28 7,500.00 647,260.27

安徽美盈森智

谷科技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8253

号

2020.02.28-2020.05.28 2,500.00 215,753.42

佛山美盈森绿

谷科技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产品编号：

SZKJY2020031019）

2020.03.10-2020.06.08 8,000.00 745,939.73

美盈森智谷

（苏州）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深圳高新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产品编号：

HY20231235）

2020.04.14-2020.06.17 10,400.00 623,658.08

安徽美盈森智

谷科技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分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产品编号：

SZKJY2020031018）

2020.03.10-2020.06.24 2,000.00 214,904.11

佛山美盈森绿

谷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

构性存款产品

（TLB20202898）

2020.06.10-2020.06.30 2,000.00 31,780.82

合计 - - 6,862,031.78

表二：报告期末未到期理财产品明细表

主体单位 银行 产品名称 起止时间

本金金额

（万元）

成都市美盈森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深圳西乡支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3320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编号：

C206T015L）

2020.04.07-2020.07.10 1,300.00

佛山美盈森绿谷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

产品（产品编号：TLB20202317）

2020.04.27-2020.07.27 1,200.00

湖南美盈森实业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

产品（产品编号：TLB20202318）

2020.04.27-2020.07.27 4,500.00

美盈森智谷（苏

州）包装技术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8696号 2020.06.12-2020.09.10 8,500.00

佛山美盈森绿谷

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

号：XYJGX20200622）

2020.06.22-2020.10.22 3,400.00

安徽美盈森智谷

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8699号 2020.06.12-2020.09.10 2,000.00

安徽美盈森智谷

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分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编

号：XYJGX80111427）

2020.06.29-2020.09.30 2,000.00

合计 22,900.00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0年半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附件一：2020年半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附件一：

2020年半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8,811.2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3,324.0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951.1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799.7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3,811.09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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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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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互联网包装印刷

产业云平台及生

态系统建设项目

是 52,511.45 0.00 - 0.12 0.00% 一 - 否 是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工厂（成

都）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197.11 17,001.22 85.01% 2019年6月 -207.79

不适

用注1

否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工厂（东

莞）项目

否 25,000.00 25,000.00 0.00 25,539.96 102.16% 2018年8月 200.05

不适

用注2

否

智能包装物联网

平台项目

是 41,299.75 0.00 - 0.03 0.00% 一 - 否 是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工厂（六

安）项目

否 0 17,983.52 797.93 12,724.21 70.76% 2020年3月 30.65

不适

用注3

否

包装印刷工业进

出口贸易及保税

加工（岳阳）项

目

否 0 10,000.00 1,307.05 4,663.46 46.63%

2021年6月

（注4）

-

不适

用

否

高端环保包装生

产基地项目

是 0 48.83 11.03 48.83 100.00% 一 - 否 是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型工厂

（长沙）项目

否 0 20,000.00 3,946.58 18,312.10 91.56% 2019年4月 -267.6

不适

用注5

否

基于装备制造的

智慧包装工业

4.0产业园项目

否 0 28,000.00 64.32 1,509.84 5.39%

2021年11月

（注6）

-

不适

用

否

永久性补流 否 0 17951.17 5,000.00 5,000.00 27.85%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138,811.20 138,983.52 13,324.02 84,799.77 -- -- -244.6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1：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成都）项目于2019年4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2：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工厂（东莞）项目于2018年8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3：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于2019年5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4和注6：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项目建设实际情况，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将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及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

业4.0产业园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分别延期至2021年6月、2021年11月。

注5：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于2019年6月逐步投入使用。

上述智慧工厂的逐步投入使用， 正逐步释放高效产能， 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有利于推动公司实现业绩增长。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基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

认为，短期内并不是公司大规模资金投资于“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

目”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的最佳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

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包装印刷产

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变更为“包装印刷工业4.0智

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及“高端环保

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具体详见公司2017年9月1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

2、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国内土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制造业企业

为了控制综合成本，逐步将产能向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同时，在国际贸易局

势趋于复杂化的环境下，区域内部分客户（如电子通讯行业部分企业）为分散经营风险将制

造业务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转移，导致区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同时，公司在相邻省份投资

建设的六安智慧工厂已于2019年逐步投产， 该工厂可在一定程度分担公司苏州美盈森生产

基地的满负荷运转压力。综合行业发展、市场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

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短期内并不是公司大规模资金投资于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

目的最佳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已终止高

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17,951.17万元及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体详见公

司2020年3月28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

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期限：2019年8月23日-2020年8月22日）。独

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截至2020年06月30日，公司实际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3,460.00万元，该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0年06月30日，除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说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

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截至2017年8月31日全部募集资金余额以及上述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

金专户自2017年8月31日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前收到的其他募集资金利息净额（利息收

入具体以转出时利息金额为准）全部变更投入“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的建设，因此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自2017年8月31日后的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无法全面体现，此

处仅列示已变更募集资金本金金额。

附件二：

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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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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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

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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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印刷工业 4.0智慧工厂

（六安）项目

互联网包装

印刷产业云

平台及生态

系统建设项

目、智能包装

物联网平台

项目

17,983.52 797.93 12,724.21 70.76% 2020年3月 30.65

不适

用注7

否

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

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10,000.00 1,307.05 4,663.46 46.63%

2021年6月

（注8）

-

不适

用

否

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48.83 11.03 48.83 100.00% - - 否 是

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

业4.0产业园项目

28,000.00 64.32 1,509.84 5.39%

2021年11月

（注9）

-

不适

用

否

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

（长沙）项目

20,000.00 3,946.58 18,312.10 91.56% 2019年4月 -267.6

不适

用注

10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7,951.17 5,000 5,000 27.85% - - 否

合计 -- 93,983.52 11,126.91 42,258.44 -- --

-236.

95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基于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考

虑，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互联网包装

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并

将“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截至2017年8月31

日全部募集资金余额52,514.29万元、“智能包装物联网平台项目” 截至

2017年8月31日全部募集资金余额41,469.24万元，共计93,983.52万元以及上

述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自2017年8月31日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前收到的其他募集资金利息净额 （利息收入具体以转出时利息金额

为准）全部变更投入“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 、“包装

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及“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

项目”的建设。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由公司于2017年10月20

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9

月19日及2017年10月2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2017-065、2017-068和2017-072。

（2）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包装印刷工业4.0

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中的28,000万元变更用于基于装备

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建设，将10,000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刷

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同意将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

保税加工（岳阳）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中的10,000万元变更用于包装印刷工

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建设。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由

2018年7月11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22日和2018年7月1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2018-045、2018-047和2018-064。

（3）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并将项目所属

募集资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已经由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及2020年4月2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2020-033、2020-044

和2020-0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7：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六安）项目于2019年5月逐步投入使用。

注8和注9：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项目建设实际情况，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 （岳

阳） 项目及基于装备制造的智慧包装工业4.0产业园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

分别延期至2021年6月、2021年11月。

注10：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工厂（长沙）项目于2019年6月逐步投入

使用。

上述智慧工厂的逐步投入使用，正逐步释放高效产能，能够有效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推动公司实现业绩增长。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国内土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制

造业企业为了控制综合成本，逐步将产能向土地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转移；同时，在国际贸易局势趋于复杂化的环境下，区域内部分客户（如电

子通讯行业部分企业） 为分散经营风险将制造业务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

转移，导致区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同时，公司在相邻省份投资建设的六安

智慧工厂已于2019年逐步投产，该工厂可在一定程度分担公司苏州美盈森

生产基地的满负荷运转压力。综合行业发展、市场环境、公司战略和资金使

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短期内并不是公司大规

模资金投资于高端环保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的最佳时机，为了进一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已终止高端环保包装生产

基地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净额17,951.17万元及利息（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作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3月28日及2020年4月2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编号2020-033、2020-044和2020-059。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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