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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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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1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2004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至2010年3月末已全部使用完毕，其资金使用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并由其于2011年6月23日出具天健审〔2011〕5014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鉴证报告》。 

(二) 2007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2007]649号文原则性批复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发行字[2007]245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

用定向增发方式，向SEB INTERNATIONALE S.A.S.（以下简称SEB国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4,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8元，共计募集资金720,000,000.00元，坐

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0,8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709,200,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8月2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

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4,568,000.0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704,632,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会验[2007]第79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98,552,121.51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1,662,670.87 元，以前年度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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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173.24 元(系本公司于越南设立境外子公司苏泊尔（越南）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越南苏泊尔公司），其项目投入以美元计算，2006 至 2010 年度分十期投入投资合计 980

万元美元，折合人民币 71,026,485.64 元)；2011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95,921,477.15

元(其中 138,000,000.00元系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1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945,659.87元，2011年度产生外币折算差额为-631,380.47 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694,473,598.66 元(其中 138,000,000.00 元系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3,608,330.74 元，累计产生的

外币折算差额-2,299,553.71 元。 

截至 2011年 12 月 31日，2007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1,467,178.37元（包

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以及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本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凡

涉及募集资金的每一笔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针对

使用部门的募集资金使用，由使用部门经理签字后报财务部，由财务部审核后，逐级由项目

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报股东大会审批。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07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有 6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定

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玉环陈屿支行 1207084129045832578 20,618,005.69 
其中包含定期存款

1,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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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绍兴苏泊尔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 1211012029200038730 5,314.41  

武汉苏泊尔压力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压力锅公司) 
   

汉口银行汉阳支行 259010120108007761 4,638,537.18  

越南苏泊尔公司    

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 00843370464224037 15,197.96 2,412.03美元 

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 00843370464225037 3,260,561.06 517,475.45美元 

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 00843370464215000 3,046,229.64 [注 1] 

合  计  31,583,845.94 [注 2] 

[注 1]：因在越南当地结算需要使用越南盾，该账户于本期转为募集资金专户使用，账

户余额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VND10,069,493,382，未转出的流动资金余额为 VND2,065,431。 

[注 2]：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数与本报告一(二)募集资金余额差异 116,667.57

元，其中：624.84 元系越南苏泊尔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未转出的流动资金；116,042.73 元

系越南苏泊尔公司收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客户误打入募集资金专户的货款，截至 2011年 12

月 31日尚未转出。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07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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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07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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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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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7 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1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0,463.2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792.1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647.3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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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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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袍江年产 925万(台)

套电器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否 45,000.00 45,000.00 
16,110.08 

[注 1] 
30,419.86  67.60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注 2] 
7,415.59 否 否 

2.武汉年产 800 万口不锈

钢、铝制品及不粘锅生产线

技改项目 [注 4] 

否 15,000.00 15,000.00 6,952.22 
15,562.68 

[注 3] 
103.75 

2011 年 4 月 30 日 

[注 2] 
1,376.18 否 否 

3.越南年产 790万口炊具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 [注 5] 
否 12,000.00 12,000.00 

2,729.85 

[注 5] 
9,664.82  80.54 2012 年 6 月 30 日 496.18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2,000.00 72,000.00 25,792.15 55,647.36   9,287.95   

超募资金投向 报告期内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① 绍兴电器年产 925万(台)套电器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 2008年 10月 31日完工，项目进度明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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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和居民未协调好用地关系，征地及基建工作进度受到了影响，加上 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

危机的影响，公司将该项目分阶段实施；现第一阶段工程已经完成基础建设，并完成设备安装调试，于 2011

年初完工并投产；因受市场经济影响放缓建设进度，第二阶段工程预计将于 2012 年末完工。 

② 武汉压力锅年产 800 万口不锈钢、铝制品及不粘锅生产线技改项目原计划 2009 年 6 月 30 日完工，项目进

度明显滞后，主要是考虑到现阶段炊具行业增长幅度较小，且目前在 SEB 的帮助下武汉一期生产基地生产效率

得到了大幅提升，未来两年的产能基本能得到满足，加上 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本着审慎投

资的原则决定推延项目的实施进度，预计该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完工。但由于实施过程中规划设计上的一

些调整，该项目主体工程实际完工日期为 2011年 4月 30 日，并于 6 月初开始试生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 2010年 11 月 11 日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依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

况， 在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期间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金额不超过 24,463.20 万元（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4,463.20 万元，绍兴苏泊尔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不超

过 10,000.00 万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在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4 月期间，公司实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2,000.00 万元（本公司实际使用 14,000.00 万元，绍兴苏泊尔公司实际

使用 8,000.00 万元）。截至 2011 年 4 月 14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 2011 年 4 月 20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依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在

2011 年 4 月至 2011 年 10 月期间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20,463.20 万元 （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2,463.20 万元，绍兴苏泊尔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8,000.00

万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在 2011 年 4 月至 2011 年 10 月期间，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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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万元（本公司实际使用 12,000.00 万元，绍兴苏泊尔公司实际使用 8,000.00

万元）。截至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 

根据 2011年 11 月 14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依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

况，在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间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5,463.20 万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3,8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储存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无。 

[注 1]：本年度投入金额 16,110.08 万元，其中包括补充募集资金项目流动资金 8,000 万元，未超过承诺的可补充募集资金项目流动资金的额度。 

[注 2]：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推迟，详见上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之说明。 

[注 3]：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超出承诺投资总额，超出部分系取得的利息收入用于项目投资部分。 

[注 4]：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武汉年产 800 万口不锈钢、铝制品及不粘锅生产线技改项目”经营方式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武汉压力

锅公司将已经建成的募集资金项目包含的厂房与设备整体租赁给其控股子公司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经营。 

[注 5]：本年度投入金额 4,218,690.84 美元，其中包括补充募集资金项目流动资金 3,408,426.67 美元，未超过承诺的可补充募集资金项目流动资金的额度。 

该项目在第一阶段投产之后，已基本满足东南亚市场需求。公司管理层基于审慎投资原则，推迟了二期项目实施进度，预计二期将于 2012 年中期建成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