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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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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之“二、风险因素”相关内容。

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

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天奈科技 688116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永略 喻玲

办公地址 镇江新区青龙山路113号 镇江新区青龙山路113号

电话 0511-81989986 0511-81989986

电子信箱 stock@cnanotechnology.com stock@cnanotechnology.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24,769,759.00 1,742,461,295.91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81,387,138.91 1,581,548,102.94 -0.0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449,218.52 65,071,281.12 -50.13

营业收入 160,866,692.25 188,416,001.19 -1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796,074.05 51,960,184.86 -3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16,147.30 44,568,116.43 -5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5 7.83 减少5.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0 -5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0 -53.3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6.70 5.41 增加1.29个百分点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9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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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TAO���ZHENG 境外自然人 10.13 23,479,002 23,479,002 23,479,002 无

GRC� SinoGreen��� Fund�

III,�L.P.

境外法人 9.82 22,760,571 22,760,571 22,760,571 无

中金佳合（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

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63 17,695,234 17,695,234 17,695,234 无

Asset�Focus���Limited 境外法人 6.95 16,109,548 16,109,548 16,109,548 无

共青城新奈共成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5 9,616,975 9,616,975 9,616,975 无

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务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9 9,023,300 9,023,300 9,023,300 无

苏州熔拓景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2 7,693,580 7,693,580 7,693,580 无

江苏今创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 7,041,280 7,041,280 7,041,280 无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 6,866,058 6,866,058 6,866,058 无

江西裕润立达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江西立达新

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5,216,808 5,216,808 5,216,80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TAO�ZHENG为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蔡

永略为共青城新奈共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TAO�ZHENG和蔡永略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未知

其他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纳米级碳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产品包括碳纳米管粉体、碳纳米管

导电浆料、石墨烯复合导电浆料、碳纳米管导电母粒等。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导致短期国内消费者、企业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经营难以正常开展，疫情影响企

业复工延迟、停工减产、物流受阻导致企业原材料中断或供给不足。疫情也影响了公司产品的终端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消费热情和购买能力，且由于复工推迟导致供应链管理运营成本增加，因此本期业绩较上年

同期有所下滑。但是由于2020年年初的疫情对汽车产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从中央到地

方都在密集出台各种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如放宽限购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推进智能汽车发

展等，所以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有望快速复苏，从而带动市场需求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业务发展：紧跟市场变化，积极对接市场需求，深化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快速响应客 户需求，开

展以大客户为主，开发优质二线客户的销售策略，全方面提升客户服务。

（二）技术研发：继续加强研发力度，着力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投入研发

费用1078.20万元，研发人数占公司总人数比例为26%。截止 2020年6月 30日，公司已获得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授权10项发明专利及17项实用新型专利、清华大学独占许可19项发明专利、美国知识产权局授权

3项发明专利、日本特许厅授权1项实用新型专利、中国台湾智慧财产局授权1项发明专利。 公司作为主要

起草单位主导国家标准1项，制定国家标准1项，作为中国代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项，参与制定团体标准6

项。

（三）管理提升：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继续强化对各项管理工作的梳理和优化；定期组织人 员进行安

全生产管理、质量意识、提升作业效率等培训，提高员工重安全、强质量的意识；在生 产管理中，通过严抓

采购、生产、质检等各个环节，加强管控，确保产品品质，提升管理效率。

（四）安全生产：公司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方针，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公司设有专职的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制订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操作程

序和安全规范指引，以保证公司财产和员工人身的安全。

（五）疫情防控：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积极防范，迅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全员防控疫情、全力稳保经营

的举措和行动，在生产、销售、物流及重大项目诸项工作进行科学部署，在保护员工生命安全的同时，生产

经营稳健推进。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116

证券简称：天奈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0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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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581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5,796.4529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6.00元，共计募集资金92,743.25万元，坐扣承销及保荐费7,

604.95万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85,138.3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于2019年9月20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

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238.23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82,900.0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320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6月，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269.79万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322.46万

元，2020年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947.33万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36,

183,863.40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27,432,464.00

减：发行费用 98,431,724.55

募集资金净额 829,000,739.45

减：募投项目支出 22,697,865.04

减：手续费支出 6,983.01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785,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1,259,755.10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13,628,216.90

截止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36,183,863.4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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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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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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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分别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镇江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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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0年06月30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纳材料公司和常州天奈公司开设了3个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本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新区支行

8110501013701373574 1,691.46 活期存款

新纳材料公司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熟支行

51207600000760 1,429.29 活期存款

常州天奈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科技支行

70650188000167985 497.64 活期存款

合 计 3,618.39

2.�截至2020年06月30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纳材料公司和常州天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已购买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起止日期 年化收益率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

支行

2020 年 第 516 期 结 构 性 存 款

（202004293M0060003645）&2020

年 第 517 期 结 构 性 存 款

（202004293M0060003646）

30,500.00

2020/5/8 至

2020/11/8

3.4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科技支行

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020年第16期

6个月A（JGCK20200161060A）

2,500.00

2020/4/30 至

2020/10/30

3.20%

江苏银行“聚宝财富宝溢融” 人民币开

放式理财产品（C1086817000104）

500.00

2020/6/11 至

2020/12/10

3.3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新区支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248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C206T01ZG）

1,000.00

2019/11/1至

2020/2/17

3.20%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766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C206U01G0）

4,000.00

2020/6/6 至

2020/9/5

3.40%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176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C206T01X8）

40,000.00

2020/5/9 至

2020/11/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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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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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将提升公司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的制备技

术，丰富公司产品种类和性能，形成良性互促，但较难单独核算其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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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企业研发管理的新趋势，公司将募投项目“碳纳米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 ）变更实施地点，公司将募投项目从江苏常州市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迁至研发配套措施更加健全的西

太湖科技园内的常州石墨烯小镇（研发办公集中区）。常州石墨烯小镇聚集了大量企业的研发中心，对科

研人才的吸引度更高，在区域环境上更适合企业开展研发项目，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公司本次仅变

更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项目其他实施内容均不发生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奈科技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9）。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变更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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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募集资金总额 82,900.0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69.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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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的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10月21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

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

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

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截至2020年06月

30日，已购买但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78,500.00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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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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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的召开情况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0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0年8月14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天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审核后一致认为：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奈科技2020年半

年度报告》、《天奈科技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募集资金具体使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奈科技募集资金

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20）。

3、《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内控审计工作汇报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监事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内控审计工作汇报》无异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7日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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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极实业 600667 S太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大伟 丁伟文

电话 0510-85419120 0510-85419120

办公地址 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6楼 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6楼

电子信箱 tjsy600667@163.com tjsy600667@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0,279,331,653.66 20,048,788,618.51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845,567,250.79 6,827,514,382.86 0.2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0,473,704.87 -364,816,808.54

营业收入 8,389,457,803.55 8,370,854,584.69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9,609,915.57 286,726,703.21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571,188.29 285,135,881.43 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7 4.33 增加0.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5,5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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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2 630,094,836 0 无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7 130,000,000 0 无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7 79,339,715 0 无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8 75,321,382 0 无

无锡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0 67,488,341 0 质押 60,273,97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73 57,500,673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 32,729,052 0 未知

赵振元

境内自然

人

1.45 30,588,235 0 无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实业·十一科技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10 23,234,499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CES半导体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21,112,59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无锡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二者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其余股东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构成相关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是公司面临外部环境巨大不确定因素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困局，公司

咬定“经济体量保持高规模，经营发展追求高质量” 的目标不松劲，以太极人独有的意志、智慧和韧劲，持续推动太极“三

次创业”阔步向前。

一、全覆盖防疫一以贯之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企业就是一场安全体系乃至运行质量的危机检验，为切实做好企业防控工作，根据产业集团部

署，在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太极实业从早、从严、从细、从快全力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通过从早部署，强化组织领导、从严

防范，强化全面掌控、从细落实，强化措施到位等防控管理措施有效地保障了各企业的早复工和连续生产。

二、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给公司各板块的运营不可避免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面对危机和困局，太极实业始终围绕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公司积极有效应对，员工共同拼搏努力，主要经营业绩指标都

实现了逆势增长，在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冲击下，更显难能可贵。

1、顶住冲击，经营业绩逆势增长。 具体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营业收入8,389,457,803.55元， 同比增长0.22%， 其中， 半导体业务完成营业收入2,148,177,

404.82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5.61%；工程总包业务完成营业收入5,159,171,952.47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61.5%；设计和

咨询业务完成营业收入802,397,373.59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9.56%；光伏发电业务完成营业收入233,216,862.67元，占公

司营业收入的2.78%；完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9,609,915.57元，同比增长11.47%。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

资产总额20,279,331,653.66元，比上年度末增长1.1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845,567,250.79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0.26%。

2、严抓不松，安全生产保持稳定。 上半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太极及所属各企业严格落实孙鸿伟总经理在2019年

度安全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严抓安全生产不松懈，在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体系建设上持续用功。 太极总部在2019年年底

与各所属单位、各部门签订《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书》11份，不漏一个，不延一秒，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海太半导体为强化

安全管理，提升本质安全度、促进员工安全行为习惯化，使BBS（行为基础安全）活动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全公司持续深化

BBS专项活动的开展。 同时，强化夜间应急救援演练，全力确保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太极半导体通过开展“小镜头，

看大安全”安全隐患随手拍2.0活动等活动，加强宣传教育，推动末端落实，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最后一公尺的问题，切实做到

人人都是安全员；十一科技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标准推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效实施，通过强化意识、制度

规范、责任落实、现场管控、体系完善持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强化施工作业现场管控，深入开展施工现场“三违” 专项

检查，杜绝和减少“三违”现象的发生。

3、着力提升，运行效能持续优化。 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上半年各板块子企业逆流奋进，沉心应对，专注做好自己的

事，抢市场、稳生产、优结构、促管理，运行效能持续优化。

海太半导体： 一是产量增长明显： 得益于春节放假期间的连续生产及严格有效的防疫管控，2020年1-6月PKG产量

(1Gb基准)达76.88亿颗，同比增长21.76%。 PKT产量达75.13亿颗，同比增长28.80%。 模组制造产量（1GB基准）达2.99亿条，

同比增长9.94%，模组Test产量达3.60亿条，同比增长2.75%；二是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海太半导体继续加快先进制程的

导入。 据统计，1-6月份FC产品产量(1Gb基准)已经达73.32亿颗，占总产量的95.38%。 模组方面，在高端产品服务器内存模

组（R-DIMM）产品比重已经占到了单月总产量的74.91%；三是品质持续提升：上半年品质工作重点推进品质体系完善及

风险点挖掘改善。 通过推进“2019年IATF16949品质体系改善延展性”活动，共挖掘海太品质体系隐患点8件，持续不断提

升公司品质体系。 据统计，2020年至今，QPV（封装外观检测品质指数）和QMV（模组外观检测品质指数）作为最重要的

两个出货品质指标，始终保持在控制线以下，DRAM单品出库品质指数同比下降17.93%左右；内存模组出货品质指数较同

期下降26.62%。 四是持续推进改善：2019年开展的改善项目活动得到了公司上下的积极参与，累计收到了533余件涉及效

率提升、品质改善、成本节俭、综合管理等领域的改善项目，通过从可行性、自主性、创意性、推广度等多个维度对各项目严

格评审，最终评选出了二等奖11个，三等奖30个，鼓励奖150个，有效推进了公司各个环节的管理优化。

太极半导体：一是核心技术稳步提升：LPDDR4新品封装已进入量产，测试已进入程序调试阶段。超级SIM卡（NAND�

Flash新产品）已经进入正式验证阶段。 完成FCCSP（倒装芯片）+� lidding（散热盖）产品打样，成功实现了复合性FCCSP

封装；二是客户口碑再上台阶：在一季度客户的供应商评价中，太极半导体在前三大客户的供应商评价中首次全部跻身第

一；三是标准化建设有序推进：2020年是太极半导体的标准化建设年，重点在提升制度的系统性和可执行性以及各项制度

之间的一致性上。 通过成立了标准化建设委员会，全面覆盖安全、持续改善、精益生产、技术创新、能源改善、教育训练等条

线的工作。 2020年1-6月，各部门重新修订完善公司实施细则348项，新建规章制度17项，废止旧制度15项。建立完善了“供

应商季度QBR（季度别供应商评比）考评” 、“能源绩效考评” 等多项机制；四是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项目成功导入。

为赢取客户在对太极半导体不断了解、认识、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任，2020年太极半导体导入实施CIS系统，持续推

进品牌战略，从系统设计、全面推广到业务呼应、团队展示，把自己的发展愿景、价值取向、资源禀赋、优势特征进行清晰的

定位、有效的传播，充分激发口碑效应，促进客户对我们的深刻认知、充分体验和高度认同。

十一科技：2020年以来，十一科技以四项新战略组合（三化战略、三大战略、三个一体化、三新战略）作为新一年的发展

总纲，抓防疫、促复工、保增长，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一是重点项目竭力推进：2020年以来，十一科技各

重大项目组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竭力推进无锡华虹、宜兴中环、上海积塔、合肥长鑫、无锡M8、济南富元、绵阳惠科等

重点项目，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小；二是市场转型全面开花：上半年以来，十一科技继续加大力度，保持传统领域优势，积

极开发其他业务领域，共中标电子、生物医药、数据中心、民用项目等30余个重大设计和总包项目，典型代表有江苏仁奇科

技有限公司芯片产业园项目EPC、长电集成电路（绍兴）有限公司300mm集成电路中道先进封装生产线项目EPC、滨州医

学院烟台附属医院肿瘤中心项目总承包、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研究中心项目、 昆明海关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

（P3）、广东华南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蛋白/疫苗生产线项目（该项目建设方为广东呼研所钟南山院士团队，产品为新冠

疫苗及流感疫苗）、中国华电重庆数据中心、济阳易华录数据中心等项目，有力提升了公司的发展后劲；三是管理挖潜成效

初显：2020年通过成立招标采购中心，以坚持战略优先为原则，通过集中招采，综合评价，向管理要效益，已取得初步成效。

太极国贸：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对各国口罩等相关防护物资的市场缺口，太极国贸发挥自身优势，快速出

击，向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口罩，积极拓展新的外贸业务。 同时，随着国内企业顺利复工复

产，太极国贸于春节前接到的业务订单也相继在二季度完成出口交货。

4、持续发力，重大项目喜报频传。 上半年，在全力复工促产的同时，各板块的一些重大项目进展顺利，为上半年工作的

完成增色不少。

海太半导体：三期后工序服务合作顺利签约。 2020年6月底，海太半导体与SK海力士完成《第三期后工序服务合同》的

正式签署，开启了双方在半导体领域合作的新篇章；承办全国微课大赛无锡赛区赛事。 作为全国十二个赛区的唯一一家企

业承办方，海太半导体成功承办了2020年全国微课大赛无锡赛区赛事，扩大了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太极半导体： 为加快开拓国内市场， 大力推进国产化项目创新，4月份太极半导体与深圳嘉合劲威举行了合作签约仪

式，并共同为“存储芯片生产研发中心项目” 和“国产化存储模组基地”揭牌，努力培育企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另外，6月份

太极半导体还获得了紫光国芯2019年度最佳合作伙伴奖项。

十一科技：通过开展“向建党99周年献礼” 等活动，成功又获得了一批重大项目合同，如由贵州电建总承包+金融的卡

塔尔哈尔萨800MW光伏电站项目光伏场区设计合同、长电集成电路（绍兴）有限公司300mm集成电路中道先进封装生产

线项目EPC总承包合同、浙江博方嘉芯集成电路科技有限院氮化镓射频及功率器件项目厂房建设一期工程EPC合同等。

三、微特色品牌党旗高擎

为持续强化党的建设，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持续推动太极高质量发展，公司党

委从打造党建品牌入手，以品牌强化党建组织，以品牌集聚发展力量，持续深入推进党建引领、高质量党建以及突显党员先

锋作用，开启太极党建的新篇章。

1、确立新时代深化企业党建的思想指引。 4月16日，在公司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党委（扩大）会议暨一季度党群工作

例会上，以“‘微’突显党建引领力，‘融’增强发展驱动力” 为题，太极实业党委书记孙鸿伟向全体太极党员现场发布了

“党建融合微特色”品牌，系统解读了品牌构想、实施背景、创建思路、主要做法和预期成效等内容，并向各所属企业党组织

和党员进行了宣传动员。 该品牌通过思想政治引领“言微义精” 、下沉工作重心“入微体察” 、深化基础工作“见微知著” 、

服务党员群众“无微不至” 和履行主体责任“防微杜渐”五大举措，到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以企业改革发展成

果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符合加强国企党建的新时代要求，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太极深化党建引领的思想指引。

2、实施高质量推进企业党建的行动纲领。五“微” 一体党建微特色品牌基于太极实业后重组时代协同融合发展的战略

需求，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多个方面明确了目标、方向和做法，并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通过四个阶段的持续推进，使党建品牌的建设，始终围绕太极“三次创业” 的发展目标，

始终紧扣经营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高质量地开展各项党建活动，引领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如6月份

在太极实业党委组织举办的“淮安行—追寻伟人学楷模”活动中，太极半导体党支部和江苏纳沛斯（先进封测重点配套供

应商）党支部成立了党建联盟，此举旨在通过党建联盟的形式，将半导体先进封装业务的上下游单位串联起来，增强联系

纽带，助力一体化业务开发。

3、推进新时期永葆组织先进的创新举措。党建微特色品牌建设，在强化国企党建的大背景下，以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将

党建工作深深根植于企业的发展经营，以经营发展的成效来检验党建工作的优劣。特别是当前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恶化艰

难形势下，通过党建品牌的建设，能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一点在公司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就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在各个条线上都突显了党员先进性，如子公司十一科技48小时完成武汉火眼实验室设计和现场勘查任务的

记录，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太极先后有10名党员同志自愿进入国企“党员先锋队” ，赴无锡市各街道社区开展人员排

查检测等工作支援；另外，为了更好地支援武汉、湖北等重点疫区，太极实业及所属公司党员共募集捐款200余万元。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

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

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具

体影响会计科目及金额详见第十节附注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网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7）。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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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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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

知，于2020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振元先生主持，应到董事11名，实到11名。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20-050）。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太极实业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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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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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8月25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士强先生主持，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半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

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20-050）。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太极实业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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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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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无锡

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编制了《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8号）核准，同意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000万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每股5.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10,000万元。 由于公司分红派息方案的

实施，本次实际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4.98元/股，认购数量为414,859,43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065,999,991.28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14,045,915.3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51,954,075.92元。 上述资金于2017年1月13日全部到

位，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苏公W[2017]B007号验资报告。

（二）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61,170,640.74元（剔除2019年象山光伏发电项目因缩减项目

投资规模，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置换前期募集资金投入金额69,585,000.00元）。 其中：2017年度，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685,198,027.69元， 募投项目支出752,149,918.35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80,000,000.00元 （已于

2018年10月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8年度公司募投项目直接支出32,838,439.94元；2019年度募投项目直接

支出588,788,592.31元；2020年上半年募投项目直接支出530,738.10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的结余募集资金71,249,

924.35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计划投入使用，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变更永久补充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

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技” ）的流动资金，上述结余募集资金已划转至十一科技普通银行

账户；同时，所有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完毕。

上述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金额为9,216,564.82元， 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支出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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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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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

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

募集资金专项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17年2月12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

体内容详见2017年2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无锡市太极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5）。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十一科技及其项目子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2017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增

资十一科技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对十一科技进行单方增资。 2017年3月30日，公司、十一科技及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增资行为目前已完成并公告。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09、临2017-015、临2017-016号公告。

为方便募集资金账户管理， 减少管理成本， 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集中归集到十一科技交通银行专户 （账号：

511617010018800005512），并于2019年6月底将其余的募投专户予以注销。 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网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2）。

2020年6月，在履行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十一科技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后，公司将十一科技交通银行成都成华支

行专户（511617010018800005512）的结余募集资金划转至十一科技普通银行账户，并办理了该专户的注销手续。 详见公

司于2020年6月6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的《关于完成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2）。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公司利用部分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

入。 截至2017年3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685,198,027.69元。 2017年3月31

日，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苏公W[2017]

E1200号），对上述事宜进行了核验，认为太极实业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7年3月30日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专项

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 2017年4月1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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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685,198,

027.69元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 其中，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太极实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江苏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有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置换

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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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意见，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3,675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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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该使用计划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基于以上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同意上市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完

相关程序后，使用不超过43,675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十一科技实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间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22日， 实际使用的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额度为38,000万元。 截至2018年10月22日，十一科技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3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情况。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变更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将象山25MW光伏发电项目实施规模由原25MW变更为目前已建成并网的10.12MW并结项，并终止本项目剩

余14.88MW部分的实施； 同意终止乌兰察布5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 针对上述变更的项目， 连同结项的巩义一期

40MW光伏发电项目、红牧二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九十九泉20MW光伏发电项目、巴音二期35MW光伏发电项目、胜

利20MW光伏发电项目、巴拉贡10MW光伏发电项目、高新技术工程中心、补充标的公司运营资金等，上述募投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用）全部用于十一科技承债式收购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海蓓翔” ）100%股权。

上述募投项目的变更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变更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0）。

（六）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了更合理的分配公司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为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经公

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召

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

收购青海蓓翔100%股权项目进行结项并将本项目结项后产生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7,120.54万元（含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后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子公司十一科技流动资金，用于十一

科技日常业务经营，并在完成资金转入十一科技账户后及时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0-024）。

截止2020年6月30日，十一科技已将募集资金专户的结余募集资金余额71,249,924.35元全部划转至其普通银行账户，

并办理了银行专户的注销手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5,195.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78.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8,139.3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117.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21%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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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象 山

10.12

MW光

伏发电

项目

是

18,

000.00

8,

450.22

8,

450.22

0 8,450.22 0 100 2017年4月 203.14 是 是

2

巩义一

期

40M

W光伏

发电项

否

35,

051.00

30,

798.28

30,

798.28

39.92 30,798.28 0 100 2017年4月 640.11 是 否

3

乌兰察

布

50M

W光伏

发电项

是

43,

675.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

红牧二

期

30M

W光伏

发电项

否

10,

816.00

10,

816.00

10,

816.00

0 10,818.84 2.84 100.03 2015年10月 515.04 是 否

5

九十九

泉

20M

W光伏

发电项

否

9,

121.00

8,

264.43

8,

264.43

0 8,264.43 0 100 2015年9月 330.14 是 否

6

巴音二

期

35M

W光伏

发电项

否

17,

703.00

16,

495.29

16,

495.29

0 16,495.29 0 100 2015年9月 577.75 是 否

7

胜 利

20M

W光伏

发电项

目

否

8,

004.00

2,

182.22

2,

182.22

0 2,182.22 0 100 2015年10月 274.43 是 否

8

巴拉贡

10MW

光伏发

电项目

否

4,

353.00

3,

194.70

3,

194.70

0 3,194.70 0 100 2015年10月 148.21 是 否

9

高新技

术工程

中心

否

20,

000.00

17,

636.09

17,

636.09

13.15 17,636.09 0 100 2016年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0

补充运

营资金

否

43,

277.00

43,

277.00

43,

277.00

0 43,277.00 0 100 2017年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收购青

海蓓翔

100%

股权项

目

否 0

57,

875.00

57,

875.00

0 57,875.00 0 100 2019年5月 1,505.47 否 否

12

永久补

充流动

资金

否 0

7,

120.54

7,

120.54

7,124.99 7,124.99 4.45 100.0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10,

000.00

206,

109.77

206,

109.77

7,178.06 206,117.06 7.29 -- / 4,194.2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收购青海蓓翔100%股权项目未达预计效益的原因系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该项目所在地发电消纳情况受到相关影响，导致

上半年该项目限电增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已于2019年4月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对巩

义一期40MW光伏发电项目、红牧二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九十九泉20MW光伏发电项目、巴音二期35MW光伏发电项目、

胜利20MW光伏发电项目、巴拉贡10MW光伏发电项目、高新技术工程中心补充标的公司运营资金项目结项；综合考虑项目投

资成本、实施推进难度等因素，经子公司十一科技论证，原象山25MW光伏发电项目继续实施的预期收益将难以达到原计划收

益， 不再具备继续实施的可行性， 故将本项目实施规模由原25MW变更为目前已建成并网的10.12MW， 并终止本项目剩余

14.88MW部分的实施，将“象山25MW光伏发电项目”缩减规模变更为10.12MW并结项；综合考虑投资成本、规模指标竞争难

度、预计可竞得的电价等因素，经子公司十一科技论证，认为本项目预期收益将难以达到原计划收益，不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终止实施“乌兰察布50MW光伏发电项目” ；

十一科技拟在保留现有募投项目必要的建设尾款资金后，将使用全部结余募集资金承债式收购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发布的临2019-010号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4月11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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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685,198,027.69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详见公司临

2017-017号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10月26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3,675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临2017-057号公告。 截至

2018年10月22日，十一科技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收购青

海蓓翔100%股权项目进行结项并将本项目结项后产生的结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7,120.54万元 （含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子公司十一科技流动资金，用于十一科技日常业务

经营，并在完成资金转入十一科技账户后及时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

截止2020年6月30日，十一科技已将募集资金专户的结余募集资金余额71,249,924.35元全部划转至其普通银行账户，并办理

了银行专户的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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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十一科技中标重大项目工

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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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太极实业” ）控股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十一科技” ）于近日收到北京集电控股有限公司（招标人，项目业主，以下简称“北京集电” ）发来的《中标通知

书》，确认十一科技为北京集电控股有限公司集成电路示范线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本项目” ）的中标单位。 现将中标

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招标人：北京集电控股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集成电路示范线项目（一期）；

3、中标单位：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工程承包方式：EPC总承包；

5、工程承包内容：（1）本项目招标范围为集成电路示范线项目（一期），提供设计、采购及施工一体化直至完成建设，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设计、采购及施工、协助招标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用户交接以及项目施工前的各项手续的办

理和项目完成后各项竣工验收的后期工作的全过程服务及相应的保质保修服务。（2）仅限于设计、土建局部改造和工艺机

电厂务工程各子项，不包括工艺生产设备。

6、中标价：2,226,995,821.00元；

7、中标工期：411天。

二、项目执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中标体现了十一科技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领域的EPC领先地位，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项目业主尚未与十一科技就本项目正式签订项目合同，因此该项目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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