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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2-112 

转债代码：113652        转债简称：伟 22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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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0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8]1847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伟明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67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70,000,000.00 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6,700,000.00 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63,300,000.00 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全部到位。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 6,320,754.72 元，扣减

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合计人民币 1,335,849.0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662,343,396.22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71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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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78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伟明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1,20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0,00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9,716,981.13 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190,283,018.87 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0 年 11 月 06 日全部到位。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 9,716,981.13 元，扣

减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合计人民币 1,716,037.7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188,566,981.13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11 月 06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953 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52 号《关于核准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 1,477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477,000,000.00 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11,077,500.00 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465,922,500.00 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2 年 07 月 28 日全部到位。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 10,450,471.70 元，

扣减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合计人民币 1,908,349.0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464,641,179.2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07 月 28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0939 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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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单位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 

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1203202029045853788 663,300,000.00 0.00 

苍南伟明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 
8110801012501575036 - 0.00 

瑞安市海滨伟

明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19299901040028051 - 0.00 

武义伟明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鹿城支行 
577904245410502 - 0.00 

合计  663,300,000.00 0.00 

注：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总

额为 1,629,566.70 元，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5%。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上述剩余资金转入一般结算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完成注销四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与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

额 

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 
577902882310550 1,190,283,018.87 0.00 

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33050162873909686888 - 0.00 

东阳伟明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19299901040029885 - 0.00 

双鸭山伟明环

保能源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 
577905198510728 - 0.00 

永丰伟明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 
8110801011202099445 - 0.00 

合计  1,190,283,018.87 0.00 

鉴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

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其中在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户中剩余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总额为 3,183,223.24 元，已

转入一般结算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五个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零，将不再

使用。为加强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上述五个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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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予以注销。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完成

注销五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与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募集资金存储银

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浙江伟明环

保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 
577902882310607 357,922,500.00 1,295,047.51 

浙江伟明环

保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温州人

民路支行 
8110801011702496825 1,108,000,000.00 181,497,867.24 

卢龙伟明环

保能源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温州分

行营业部 
15559518886619 - 4,524,109.00 

昌黎县嘉伟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温州分

行营业部 
15356766660600 - 42,558,442.83 

罗甸伟明环

保能源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营业中心 

19299901040033085 - 32,111,073.42 

蛟河伟明环

保能源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 
577905202410201 - 112,929,610.29 

武平伟明环

保能源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1203202029045889619 - 21,600,362.15 

合计  1,465,922,500.00 396,516,512.44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明细 金额 

2018 年 12 月 24 日募集资金期初余额 663,300,000.00 

减：募投项目支出 662,806,793.31 

其中：2018 年募投项目支出 117,371,848.76 

2019 年募投项目支出 534,948,493.84 

2020 年募投项目支出 10,486,4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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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明细 金额 

减：发行费用 956,603.77 

加：理财收益 936,547.94 

其中：2019 年理财收益 936,547.94 

加：利息收入减手续费支出 1,156,415.84 

其中：2018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192,523.67 

2019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902,342.38 

2020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61,549.79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629,566.70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明细 金额 

2020 年 11 月 06 日募集资金期初余额 1,190,283,018.87 

减：募投项目支出 944,672,698.31 

其中：2020 年募投项目支出 576,463,713.69 

2021 年募投项目支出 298,241,266.14 

2022 年募投项目支出 69,967,718.48 

减：补充流动资金 248,566,981.13 

减：发行费用 1,716,037.74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700,000,000.00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回理财产品 700,000,000.00 

加：理财收益 4,241,528.65 

其中：2021 年理财收益 4,241,528.65 

加：利息收入减手续费支出 3,614,392.90 

其中：2020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1,957,574.14 

2021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1,537,903.69 

2022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118,915.07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183,223.24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明细 金额 

2022 年 07 月 28 日募集资金期初余额 1,465,922,500.00 

减：募投项目支出 714,583,938.06 

其中：2022 年募投项目支出 714,583,938.06 

减：补充流动资金 355,387,122.66 

减：发行费用 1,479,103.76 

加：利息收入减手续费支出 2,044,1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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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明细 金额 

其中：2022 年专户利息收入减银行手续费 2,044,176.92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96,516,512.44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附表 2、附表 3。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情况。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情况。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

换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并按计划达到预期收益，公司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完成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8]第 ZF10718 号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以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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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53,711.16 万元，其中包括预

先投入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项目 9,347.81 万元、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

厂扩建项目 26,734.14 万元和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7,629.21 万元。公司

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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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53,711.16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将 53,711.16 万元募集资金转至自有资

金银行账户，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并按计划达到预期收益，公司于本次发行

完成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980 号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27,308.22 万元，其中包括预先投入东阳

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利用项目（一期）12,293.76 万元、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11,605.10 万元和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3,409.36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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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 27,308.22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

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将 27,308.22 万元募集资金转至自有资金银行

账户，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并按计划达到预期收益，公司于本次发行

完成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0968 号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22 年 08 月 03 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实际

已投入的金额为人民币 59,747.63 万元、已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72.91 万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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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该项目的部分金额为人民币 50,633.45 万元，

其中包括预先投入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烧发电项目 10,491.02 万元、

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特许经营项目（一期）14,984.81 万元、罗甸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工程 17,360.16 万元、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129.85 万元、武

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6,594.70 万元和自筹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 72.91 万

元。公司于 2022 年 08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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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 50,633.45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

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将 50,633.45 万元募集资金转至自有资金银行

账户，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利用暂时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并

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根据上述决议，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公司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对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金额 
委托起

始日期 

委托终

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盈亏 期末余额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产品 
6,000.00 2019.1.18 2019.4.18 4.01% 

盈利，收回 

本金及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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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金雪球—优选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00 2019.1.21 2019.4.28 2.6% 

盈利，收回 

本金及收益 
- 

“兴业金雪球—优选 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00 2019.1.21 2019.12.12 2.6% 

盈利，收回 

本金及收益 
-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合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

构性存款，并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

资使用。 

2021 年 0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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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合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

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并在决

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根据上述决议，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公司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对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金额 
委托起始日

期 

委托终止

日期 

预期或实际年

化收益率 
投资盈亏 期末余额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区间 90

天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0.12.24 2021.3.24 1.35%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汇利丰”2020 年

第 6426 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20,000.00 2020.12.28 2021.3.19 3.20%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活期增益存款 7,499.99 2020.12.30 2021.3.30 3.40%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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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利丰”2022 年

第 4526 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5,000.00 2021.3.30 2021.5.12 3.75%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汇利丰”2021 年

第 5022 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5,000.00 2021.5.19 2021.6.23 1.50%-3.40%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汇利丰”2021 年

第 5481 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5,000.00 2021.6.29 2021.8.4 3.10%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汇利丰”2021 年

第 5471 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00 2021.6.29 2021.10.8 1.4%-3.2% 

盈利，收

回 本 金

及收益 

-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2022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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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计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 

截至2022年09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4、附表 5、附表 6。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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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上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

（含 20%）以上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 

五、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 A 股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其中剩余资金（含理财收益

及利息收入）总额为 1,629,566.70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已销户。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A 股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其中剩余资金（含理财收益

及利息收入）总额为 3,183,223.24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已销户。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396,516,512.44 元（含累

计收到的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044,176.92 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7.07%。尚未使用完毕的原因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部分款项尚未支付，该部分资金将继续用于实施承诺项目。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七、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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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附表：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4、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5、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6、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9日 



 

 

附表 1：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6,280.68 

募集资金净额 66,234.3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6,280.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8 年 11,737.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9 年 53,494.85 

 2020 年 1,048.6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

发电厂扩容项目 

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

发电厂扩容项目 
11,234.34 11,234.34 11,242.58 11,234.34 11,234.34 11,242.58 8.24 2018.1 

2 
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

厂扩建项目 

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

厂扩建项目 
33,500.00 33,500.00 33,535.12 33,500.00 33,500.00 33,535.12 35.12 2019.1 

3 
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21,500.00 21,500.00 21,502.98 21,500.00 21,500.00 21,502.98 2.98 2019.1 

募集资金合计 66,234.34 66,234.34 66,280.68 66,234.34 66,234.34 66,280.68 46.34 - 

 



 

 

附表 2：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9,323.97 

募集资金净额 118,856.7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9,323.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0 年 82,503.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1 年 29,824.13 

 2022 年 6,996.7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

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 
56,000.00 56,000.00 56,445.89 56,000.00 56,000.00 56,445.89 445.89 2022.1 

2 
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22,000.00 22,000.00 22,012.39 22,000.00 22,000.00 22,012.39 12.39 2023.1 

3 
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一期） 

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一期） 
16,000.00 16,000.00 16,008.99 16,000.00 16,000.00 16,008.99 8.99 2022.3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4,856.70 24,856.70 24,856.70 24,856.70 24,856.70 24,856.70 0.00 - 

募集资金合计 118,856.70 118,856.70 119,323.97 118,856.70 118,856.70 119,323.97 467.27 - 

 



 

 

附表 3：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7,7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6,997.11 

募集资金净额 146,464.1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6,997.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2 年 106,997.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及焚烧发电项

目 

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及焚烧发电项目 
18,400.00 18,400.00 14,551.00 18,400.00 18,400.00 14,551.00 -3,849.00 2023.4 

2 

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

园特许经营项目（一

期） 

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

特许经营项目（一期） 
34,700.00 34,700.00 21,251.35 34,700.00 34,700.00 21,251.35 -13,448.65 2023.4 

3 
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工程 

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工程 
23,100.00 23,100.00 19,892.06 23,100.00 23,100.00 19,892.06 -3,207.94 2023.3 

4 
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19,000.00 19,000.00 7,723.46 19,000.00 19,000.00 7,723.46 -11,276.54 2023.11 

5 
武平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武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15,600.00 15,600.00 8,040.52 15,600.00 15,600.00 8,040.52 -7,559.48 2023.4 



 

 

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5,664.12 35,664.12 35,538.71 35,664.12 35,664.12 35,538.71 -125.41 - 

募集资金合计 146,464.12 146,464.12 106,997.11 146,464.12 146,464.12 106,997.11 -39,467.01 - 

 



 

 

附表 4：2018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四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1 
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发电

厂扩容项目 
94.17%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

利 3,456.54 万元 
8,503.43 6,468.07 6,527.21 7,932.23  6,611.19 36,042.13 是 

2 
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

建项目 
101.24%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

利 3,797.98 万元 
不适用 7,551.22 6,344.53 7,279.96  7,585.92 28,761.63 是 

3 
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 
93.27%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

利 2,570.34 万元 
不适用 5,736.72 5,599.54 8,108.64  6,215.79 25,660.69 是 

注：2022 年 1-9 月份实际效益数据未经审计。 



 

 

附表 5：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1 
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利用项

目（一期） 
68.90%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2,829.01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971.34 5,971.34 是 

2 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1,533.32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

期） 
60.29%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1,841.21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986.78 1,986.78 是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注：2022 年 1-9 月份实际效益数据未经审计。 



 

 

附表 6：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9 月 

1 
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

烧发电项目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855.67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特许经营

项目（一期）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2,210.06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2,541.51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764.31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武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毛利

1,049.9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