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华兴专字[2022]21012490033号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芳家化”）

董事会编制的《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拉芳家化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

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拉芳家化

董事会编制的《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拉芳家化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解、询问、检

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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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5号”文《关于核准拉芳家化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3,600,0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

价格18.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1,804,000.00元，扣除承销费38,246,050.80元及

保荐费用3,18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人民币760,377,949.20元。 

该募集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广会验字

[2017]G1402449036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801,804,000.00 

减：承销费、保荐费 41,426,050.80 

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760,377,949.20 

减：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9,408,165.32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69,082,684.02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61,401,683.30 

加：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70,529,219.31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591,014,635.87 

其中：银行理财产品金额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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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 

公司于2017年为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设了三个募集资金专用户，分别为：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账号为699336319的专用账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

头安平支行账号为2003020329200299978的专用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分

行账号为44050165090100000193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三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银行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汕头分行 

拉芳家化股
份有限公司 

699336319 433,022,035.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汕头安平支行 

拉芳家化股
份有限公司 

20030203292002
99978 

 99,315,236.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汕头市分行 

拉芳家化股
份有限公司 

44050165090100
000193 

 58,677,363.22   

合  计   591,014,635.87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一）。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由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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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项目” 拟通过建立相关研发实验室、发展研发团队等措施，增强公司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优势。鉴于汕头市地处于华南日化行业的核心地区，在

区位、人才、设备和各种配套上具有一定优势，并且汕头市为公司管理和研发总部所在地，

公司已获批在汕头市成立“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将“建设研

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由上海嘉定区嘉定新城变更至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 

2020年3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综合考虑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等多方面因素，公司拟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以新建汕头生产基地项目，引进自动

化、柔性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生产设备，打造现代化的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洗手

液、膏霜、啫喱水、香皂等多品类家化用品生产线，并逐步承接原有厂区的生产需求，以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经济效益。汕头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41,874.42万元，

资金来源均将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取得。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日化产

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的募集资金14,551.83万元及其孳息，差额部分以“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补足（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该议案

经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2018年3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研发中

心项目”原计划于 2018年3月完成，但因上述研发项目的技术水平已发生一定变化，公司

对该研发项目投资的部分设备和仪器进行重新选型，在一定程度上对项目进度产生了影响。

为更好地发挥该研发项目对公司整体技术创新的协同效益，降低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提

高资金运用效率，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公司将“建设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延至2019年3月13日。 

2018年4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日化产品（洗发水、

沐浴露）二期项目”原计划于2019年3月13日完成，因日化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有所

提升，公司相应调整该项目生产厂房设计，故对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的

进度产生影响，为了确保该募投项目能够保质、保量的顺利完成，经过公司审慎研究后决

定将“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的建设完成日期由原定的2019年3月13日延

长至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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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向消费品行业渗透，

日化行业的营销理念、销售渠道呈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促使公司线上、线下渠道

的融合，基于对股东权益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考虑，公司积极寻找符合消费升级理念的

营销渠道，努力提高渠道竞争力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经过公司

审慎研究后决定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日期由原定的2020年3月13日延长至

2021年3月13日。 

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鉴于公司拟

变更实施地点、对部分设备和仪器进行重新选型等事项在一定程度上对项目进度产生了影

响，为更好地发挥该研发项目对公司整体技术创新的协同效益，降低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

出于审慎起见，公司决定将该“建设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至2020

年3月13日。 

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①、由于日化产品的生产工

艺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公司需相应调整该项目生产厂房的设计；同时，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在同一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建设的“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一

期项目”尚在建设中，该自有资金建设项目达产后，公司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等仍有待

观察，为确保募投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尚未

投入建设，公司决定暂缓实施 “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②、随着互联

网技术快速向消费品行业渗透，日化行业的营销理念、销售渠道呈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

趋势，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综合类、垂直类电商等线上渠道高速发展，对包括日化用品在

内的传统销售渠道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同时，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导致投入营销

办事处建设、陈列建设等费用所需的资金规模与预期有较大差距。因此，公司管理层紧密

关注零售市场发展趋势和行业变化格局，谨慎推进项目建设，决定暂缓实施“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由于本次暂缓实施上述两个项目是公司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基

于对股东负责、对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负责做出的谨慎决策，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0年3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公司“建设研发中心项目”立项时间较早，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日化产品的品类、营销渠道以及消费者的消费理念都发生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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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产品研发需要更突出个性化，以实现场景、仪式、情感等多种因素的融合。这要求

研发人才不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还要具备边际学科融合能力，同时研发设备及未来产品

的产出方向需要更贴合消费者的青睐。为此，需花费一定时间考察研发设备的性能指标和

适配性指标，并将不同设备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同时对研发团队的人员配置及专业化团队

的搭建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公司根据行业形势、技术发展方向及市场需求，结合自身

运营情况，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的要求，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对项目的进度进行调整，拟将

“建设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完成期延长1年，延至2021年3月13日，以谋求研发项目产生

更好的协同效益，降低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 

2021年3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公司“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原计划于2021年3月13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受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地政府

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延迟复工复产、限制物流和人员流动等疫情防控政策。迄今为止，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难以控制，导致公司对研发设备的性能指标和适配性指标的考察、对比

和分析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结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外部市场环境、产业变

化形势及市场开拓情况，公司一直对该项目的技术路径、设备选型、产线构架、研发团队

建设等方面不断调整优化，同时为控制项目投入风险，提高了项目建设的设计、投入和验

证标准，计划采取逐步投入的方式，导致投入周期较原计划延长。因此，为使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更符合未来市场环境和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有效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果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质量，降低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公司放缓和调整“建设

研发中心项目”实施进度，拟延长“建设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周期至2022年3月13日。 

2022年2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公司“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原计划于2022年3月13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本着按照高标准建设的原则，需要购

买国际领先的研发设备，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公司对项目研发设备的性能指标和

适配性指标的考察、对比和分析基本停滞。同时受外部经济环境、产业形势变动和市场需

求波动的影响，公司对产品工艺设计、技术开发提出更高的要求，项目的技术路径、设备

选型、产线构架、研发团队建设等方面也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不断调整优化。因此，

为了合理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根据自身实际运营情况，在综合考虑募投项目整体技

术创新需求的基础上，并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立场出发，经过审慎研究

后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3年3月13日。 

（四）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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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情况。 

（五）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执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实际投入资金169,082,684.02元。 

2017年9月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7年6月30日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169,082,684.02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前述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广会专字

[2017] G14024490371号”《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017年9月6日，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169,082,684.02元至自有资金账户以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七）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年4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个银行理财产品的

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

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个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

过12个月。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

者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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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

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较低、满足保本要求的

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

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

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理财产品。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项产品投资

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

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项产品

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

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0.00元。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到投资收益累计金额为人民币23,072,252.64元，其中

2021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到投资收益金额为2,853,985.76元。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九）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理财产品，购

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项产品投

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报告期内，除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性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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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096.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1,874.4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048.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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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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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化产品（洗发水、

沐浴露）二期项目 
是 14,551.8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55,010.00 27,687.41 27,687.41  16,908.27 -10,779.14 61.07 待定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否 5,426.56 5,426.56 5,426.56   -5,426.56  2023-3-1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汕头生产基地项目 是  41,874.42 36,571.54 4.17 6,140.17 -30,431.37 16.79 待定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74,988.39 74,988.39 69,685.51 4.17 23,048.44 -46,637.07 33.0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综合考虑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等多方面因素，公司拟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以新建汕头生产基地项目，引进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程

度较高的生产设备，打造现代化的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洗手液、膏霜、啫喱水、香皂等多品类家化用品生

产线，并逐步承接原有厂区的生产需求，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经济效益。汕头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总

额为 41,874.42万元，资金来源均将通过变更前次部分募集资金取得。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日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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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的募集资金 14,551.83 万元及其孳息，差额部分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

集资金补足（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该议案经公司于 2020年 4月 7日召开的 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向消费品行业渗透，日化行业的营销理念、销售渠道呈现向多元化

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综合类、垂直类电商等线上渠道高速发展，对包括日化用品在内的传统销

售渠道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同时，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导致投入营销办事处建设、陈列建设等费用所需

的资金规模与预期有较大差距。因此，公司管理层紧密关注零售市场发展趋势和行业变化格局，谨慎推进项目建

设。因此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决定暂缓实施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建设研发中心项目：该项目本着按照高标准建设的原则，需要购买国际领先的研发设备，受新冠肺炎疫情反

复的影响，公司对项目研发设备的性能指标和适配性指标的考察、对比和分析基本停滞。同时受外部经济环境、

产业形势变动和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公司对产品工艺设计、技术开发提出更高的要求，项目的技术路径、设备

选型、产线构架、研发团队建设等方面也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不断调整优化。因此，为了合理高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公司根据自身实际运营情况，在综合考虑募投项目整体技术创新需求的基础上，并从维护公司整体利

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立场出发，公司于 2022年 2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年 3月 13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同一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建

设的“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一期项目”尚在建设中，该自有资金建设项目达产后，公司相关产品的产能

利用率等仍有待观察，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因此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决定暂缓实施 “日

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 

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向消费品行业渗透，日化行业的营销理念、销售渠道呈现向多元化

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综合类、垂直类电商等线上渠道高速发展，对包括日化用品在内的传统销

售渠道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同时，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导致投入营销办事处建设、陈列建设等费用所需

的资金规模与预期有较大差距，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因此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决定暂

缓实施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汕头生产基地项目：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应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

公司拟终止原“汕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其尚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日化产品生产基地智能化



 

13 

改造项目”和“个护产品（花露水）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后剩余 16,289.03万元（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为准）

募集资金暂不决定具体投向，并暂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建设研发项目：2019 年 3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鉴于汕头市地处于华南日化行业的核心

地区，在区位、人才、设备和各种配套上具有一定优势，并且汕头市为公司管理和研发总部所在地，公司已获批

在汕头市成立“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将“建设研发中心项

目”的实施地点由上海嘉定区嘉定新城变更至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 

2020 年 3月 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综合考虑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等多方面因素，公司拟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用以新建汕头生产基地项目，引进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生产设备，打造现代化的沐浴露、洗

发水、护发素、洗手液、膏霜、啫喱水、香皂等多品类家化用品生产线，并逐步承接原有厂区的生产需求，以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经济效益。汕头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1,874.42 万元，资金来源均将通过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取得。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的募集资金

14,551.83 万元及其孳息，差额部分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补足（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

息余额为准）。该议案经公司于 2020 年 4月 7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执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实际投入资金 169,082,684.02 元。 

2017 年 9月 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69,082,684.02 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前述募投项目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广会专字[2017] G14024490371 号”《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2017 年 4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单个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

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18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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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个银行理

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19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性较低、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0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021 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

动使用，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收到投资收益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23,072,252.64 元，其中 2021 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收到投资收益金额为 2,853,985.76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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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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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报告截止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为生产基地项目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约 1年 9个月，因此本报表中的生产基地项目承诺投资额填列的为生产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所列承诺 T+1 的投资额加上 T+2投资额

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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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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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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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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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生产

基地项目 

日化产品（洗发水、

沐浴露）二期项目 41,874.42 36,571.54 4.17 6,140.17  16.79   待定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7,687.41 27,687.41  16,908.27  61.07  待定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69,561.83 64,258.95 4.17 23,048.44  35.87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募投项目） 

汕头生产基

地项目 

2020 年 3月 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综合考虑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整体战

略布局等多方面因素，公司拟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以新建汕头生产基地项目，

引进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生产设备，打造现代化的沐浴露、洗发水、

护发素、洗手液、膏霜、啫喱水、香皂等多品类家化用品生产线，并逐步承接原有厂

区的生产需求，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经济效益。汕头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投资

总额为 41,874.42 万元，资金来源均将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取得。其中，拟使

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的募集资金 14,551.83

万元及其孳息，差额部分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补足（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该议案经公司于 2020 年 4月 7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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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向消费品行业渗透，日化行业的营销理念、

销售渠道呈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综合类、垂直类电商等

线上渠道高速发展，对包括日化用品在内的传统销售渠道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同时，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导致投入营销办事处建设、陈列建设等费用所需的资金

规模与预期有较大差距。因此，公司管理层紧密关注零售市场发展趋势和行业变化格

局，谨慎推进项目建设。因此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决定暂缓实施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汕头生产基

地项目 

2022 年 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

应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公司拟终止原“汕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其尚未

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日化产品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项目”和“个护产品（花

露水）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后剩余 16,289.03万元（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为准）

募集资金暂不决定具体投向，并暂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拉芳家化2021年度募集资金鉴证报告0425
	附页-陈+王
	华兴总所营业执照20220314
	2华兴总所执业证书
	陈丹燕
	王福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