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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2[855]号）核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公开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3.90 元。截止 2012 年 8月 31 日，

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525,8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扣除承销费、保

荐费后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实到资金 496,008,800.00 元，含退回公司以前预付的

1,000,000.00 元）。已到账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外的其他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7,684,025.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7,324,775.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

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2012]中磊验 A 字第 0023 文号的验资报告。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 201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总额为 50,540.68

万元，经公司 2017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首次公开

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包括

了募集资金账户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共计金额为 1,338.04 万元）。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0.83 万元（因银行账户销户手续尚未全部办理完毕）。 

（二）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使用情况 

2017 年 7月 31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百洋产业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新余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394 号），核准公司向新余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

行26,884,30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6,000万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521,712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

股发行价格 18.19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536,999,941.28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各

项发行费用 15,000,000.00 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1,999,941.28 元，由承销

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2017 年 9 月 15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银行账

户。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确认，并出具大信验字

[2017]第 29-00006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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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为人民币 239,036,326.37 元，其中支付新余

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重组项目现金对价 50%部分 207,000,000.00 元，项目支出

32,034,315.37 元，银行手续费 2,011.00 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 289,404,301.62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 

1、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2012 年 9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城北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沿海支行、桂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开立 5 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

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4 年 2 月 10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并追加使用自有资金实施佛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全资子公司佛山百洋饲

料有限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开户银行桂林银行南宁分行开设了 1 个专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公司于 2014年 5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2、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2017 年 9月 18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项开户银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星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宁高新支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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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17年 10 月 24日，公司和保

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发

布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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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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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户类别 银行账号 项目未用金额（元）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0200018783400010 已销户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0200038043100010 已销户 

中国农行银行南宁市沿海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0029401040008333 已销户 

兴业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552040100100045870 已销户 

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高新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800071603888880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东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816014170007839 8,258.73 

合计 - - 8,258.73 

公司 2017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

建设实施完毕，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并注销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其中 5 个专户已完成销户，

剩余 1 个专户销户手续正在办理。 

2、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银行名称 账户类别 银行账号 项目未用金额（元） 

桂林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0200018783400558 128,212,907.32 

兴业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 552040100100255943 1,474.11 

浦发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 63010078801500000138 83,730,625.52 

兴业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 552040100100263318 77,459,294.67 

合计 -   - 289,404,301.62 

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募集货币资金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2,199.99万元，其中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支付收购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中的现金

对价41,400万元，剩余募集资金10,799.99万元用于火星时代信息化升级项目及移动服务平台项

目。2017年9月已向新余火星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50%现金对价即20,700万元。

经2017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1月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500万元、8,415万元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即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火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信息化升级项目”及“移动服务

平台项目”建设,截至2018年6月30日，项目已使用32,034,315.37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

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在支取和使用募集资金时，履行了相应的申请和

审批程序，并按规定通知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未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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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总部研发基地建设为非生产性项目，项目主要为公司检测及研发提供技术支撑，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增加新产品开发，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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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932.47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03.5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444.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7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63%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①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总额为人民币 50,540.68 万元，经公司 2017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8 年 6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0.83 万元（因银行账户销户手续尚未全部办理完毕）。②截至 2018 年 6月 30 日，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总额为人民币 23,903.63 万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8,940.43 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现金

管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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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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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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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北流年产 1.54 万吨水

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

目 

否 10,780 10,780 0 10,118.85 93.87% 2014年 05月 01日 -439.66 否 否 

总部研发基地建设项

目 
否 2,598 2,598 0 2,737 105.35% 2016年 01月 31日  不适用 否 

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 
是 7,760 2,410.22 0.05 2,410.27 100.00% 2014年 03月 31日 155.67 是 是 

对荣成市日鑫海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 

是  5,919 0 5,919 100.00% 2015年 08月 31日 -257.70 不适用 否 

北流年产 1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是 8,850 0 0 0    不适用 是 

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是  14,161.6 -22.23 14,611.78 103.18% 2015年 04月 01日 2,563.07 是 否 

支付本次重组现金对

价 
否 41,400 41,400 20,700 20,700 50.00% 2017年 12月 31日  2,779.44 是 否 

火星时代信息化升级

和移动服务平台项目 
否 12,600 10,799.99 3,203.52 3,203.52 29.66% 2018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83,988 88,068.81 23,881.34 59,700.42 -- -- 4,800.82 -- -- 

超募资金投向 

收购海南鱼宝饲料有

限公司 
否 3,330 3,330 0 3,330 100.00% 2013年 03月 31日 -110.4 否 否 

佛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 
否 6,750 6,750 38.62 7,024.22 104.06% 2016年 10月 31日 161.7 是 否 

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是 5,311.6 0 0 0  2015年 04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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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荣成市日鑫海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 

是 504 504 0 504 100.00% 2015年 08月 31日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3,885 3,885 0 3,885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0 0 0 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9,780.6 14,469 38.62 14,743.22 -- -- 51.3 -- -- 

合计 -- 103,768.60 102,537.81 23,919.96 74,443.64 -- -- 4,852.1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北流年产 1.54 万吨水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生产产能释放不充分，原料价格偏高，人工成本增加、固定费

用较高等原因影响了公司业绩，导致该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收益。 

（2）收购海南鱼宝饲料有限公司：主要是由于产品结构及应收帐款帐期延长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及计提的资产减

值损失增加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5,311.60 万元，改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原因如下：（1）公司在南宁、钦州、北海和防城港

等北部湾地区具有较好的水产饲料客户基础，而公司饲料分公司现有水产饲料的产能利用已经达到饱和，为了满

足市场和客户不断扩大的需求，公司有必要在南宁近郊的明阳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产能，从而保证公司水产饲料

业务板块的持续增长。（2）公司作出实施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是在 2010 年，而近年来广西辖内的道路交

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在保持公司现有优势区域产能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同样能够辐射

到玉林北流等地区，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开拓百色地区和云南地区的水产饲料市场。（3）原项目设计产能较低，而

新项目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体现规模效益，降低饲料大宗原料的采购成本，同时基于公司的现有条件，能够更好

地对饲料业务板块进行集约化管理。综上，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比继续实施北流水产饲料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

而因此公司拟终止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同时追加使用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项目。  

2、提前终止实施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原因如下： （1）公司发展养殖基地除了为自身提供原料鱼

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挥示范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标准化养殖，扩大公司原料鱼的长期供应来源。经

过公司培训、示范、引导、带动和地方政府扶持，项目周边农户已经意识到渔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广大农户已经接受并开始规模化地进行网箱养殖。目前该区域除公司已有的折合 2000多个标准网箱的养殖能力外，

周边养殖农户也已建成 8000 多个网箱进行规范化的标准养殖，公司加农户的网箱总数已经突破 10000 个。公司已

经达到了开发和带动该水域渔业发展从而为公司持续提供合格原料鱼的目的。（2）同时，从环境保护和管理成本

的方面考虑，虽然项目所在地不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但考虑到水体的承载能力，公司如继续增加网箱养

殖，必须在该流域内进一步分散布局，从而会加大公司的管理跨度和难度，增加公司养殖的经营管理成本。而正

是由于分散布局的要求，农户的养殖模式比公司养殖更为有利。此外，当地农户在经营养殖场的同时，还可以兼

顾农业种植和其他产业，具有的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低的优势，农户养殖还无需缴纳税金和社保等费用，在集中

养殖难以继续扩大且分散养殖公司经营成本高于农户养殖的情况下，通过“公司+农户”的成熟模式，公司把精力

投入到养殖技术培训、质量安全监管、产品回收加工上来，大力发展农户进行标准化养殖，更有利于实现公司扩

大原料来源的目标和地方政府实现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 综合以上客观情况，公司经过

谨慎考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实施原项目的后续建设，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决定提前终止乐

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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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剩余资金最终用于增资荣成日鑫生物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原因如下：

2015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剩余

资金中的 5,100 万元用于与烟台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51%），

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但由于其后冷冻鱿鱼加工市场情况发生变化，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

资金 5,100 万元、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余资金 819 万元、超募资金 504 万元以及

自有资金 241.8 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 6,664.80 万元。变更原因为：（1）

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主要依赖境外的原料来源，面临着原料价格波动、业务市场开拓不确定性的风险。近

年来鱿鱼市场价格波动大，价格较以往更难把控，加之新建工厂办理相关证照和出口资质的周期长，公司与烟台

同德食品有限公司根据现在的情况判断，均预计原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益，故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原项目。（2）

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取得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改为实施鱼粉、鱼油加工项目，

预计比原项目的具有更好的前景：①鱼粉、鱼油业务的下游是饲料工业，饲料行业对鱼粉、鱼油的需求量巨大，

鱼粉、鱼油业务的毛利率也远高于冷冻鱿鱼加工业务。荣成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和我国鱼粉加工业务的原

料集散地，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②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鱼粉、鱼油加工项目新工厂在

增资前已基本建成即将投产，并且在公司增资前已经取得了《环保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等资质文件，增资

取得其控股权，能够缩短项目投资周期，较快体现项目效益。③ 原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拟合资方烟台同德未作

业绩承诺，而新项目合资方（即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前股东）荣成市日鑫水产有限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汤日山承诺，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未来三年（即 2015 年-2017 年）的累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如达不到上述承诺业绩时，不足部分由其在第四年上半年以

现金方式向荣成市日鑫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补足，因此实施新项目比原项目对公司更为有利。④公司鱼粉、鱼

油加工业务是公司原有成熟业务，公司 2014 年投资设立荣成海庆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鱼粉鱼油加工项目

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进一步发展鱼粉、鱼油加工业务，以此把握饲料产业的前端资源，努力实现原有

产业链的前向延伸，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和完善公司的整体产业链，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3）公司 2015 年上半

年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梳理，即在完善和夯实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向大健康、大消费领域拓展。由于

鱿鱼原料主要来自境外，冷冻鱿鱼加工出口业务的经营模式和公司原有水产产业链经营模式有较大差异，因此公

司上述战略方向的调整也是拟终止实施原项目的原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公司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48,732.48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18,744.48 万元。本报告期无超募资

金使用情况，节余募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目前该账户已销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2013 年 6 月 17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追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明阳水产饲料加工项目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北流水产饲料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5,311.60 万元，改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吨

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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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发生 

2014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实施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提前终止实施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募投项目。2015 年 3 月 31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乐业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剩余资金中的 5,100 万元用于与烟台同德食品

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烟台荣冠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51%），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但由于其

后冷冻鱿鱼加工市场情况发生变化，2015 年 8 月 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投资设立烟台

荣冠食品有限公司”项目，使用原计划实施冷冻鱿鱼加工出口项目的募集资金 5,100 万元、提前终止的乐业县罗非

鱼养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尚剩余资金 819 万元、超募资金 504 万元以及自有资金 241.8 万元，以现金方式对荣成

日鑫生物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 6,664.8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424.62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适用 

北流年产 1.54 万吨水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目已于 2014 年 5 月中旬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开始投产，

该项目累计支付 10,118.85 万元，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为 1,127.19 万元。形成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先期投入的项

目用地资金 520.40 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同时项目建设过程中募集资金获得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所致；

节余募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节余募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尚未使用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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