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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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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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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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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临门 6030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洁 张彩霞

电话 0575-85159531 0575-85159531

办公地址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xilinmen@chinabed.com xilinmen@chinabed.com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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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4,536,405.97 7,563,876,753.15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054,931,784.90 2,940,955,266.24 3.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3,106,878,714.75 1,975,805,678.38 5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7,619,939.38 42,489,555.91 4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7,560,945.71 34,019,446.06 42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0,298,037.50 -194,704,277.82 19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9 1.59 增加5.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56 0.11 40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56 0.11 409.0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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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1.89 84,799,659 0 质押 53,920,000

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50 36,807,950 0 无 0

周伟成

境 内 自

然人

4.41 17,090,705 0 质押 17,090,705

浙商证券资管－中国银

行－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

展系列之浙商证券1号分级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0 14,723,14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77

10,712,

16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1.39 5,397,640 0 无 0

沈冬良

境 内 自

然人

1.30 5,025,000 0 质押 800,000

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德威－百鑫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4,240,422 0 无 0

陈阿裕

境 内 自

然人

1.09 4,228,12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4,226,72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陈阿裕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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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08� � � � � �证券简称：喜临门 编号：2021-036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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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阿裕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本次会议通过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

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008� � � � � �证券简称：喜临门 编号：2021-037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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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电话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岳诚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通过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1、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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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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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司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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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喜 临 门 家 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603008�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喜临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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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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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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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蟠科技 60390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羿 耿燕青

电话 025-85803310 025-85803310

办公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6号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6号

电子信箱 lpkj@lopal.cn lpkj@lopal.cn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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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884,489.88 2,955,909,162.14 4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20,598,123.19 1,924,098,703.42 5.0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75,753,548.32 819,507,580.18 5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6,222,480.32 90,880,686.83 6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696,976.20 81,269,204.96 6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788,910.54 230,774,462.26 -7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8 6.50 增加0.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42.8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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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石俊峰 境内自然人 44.11 212,662,195 0 质押 18,350,000

朱香兰 境内自然人 4.90 23,618,649 0 无

建投嘉驰（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15,557,047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

均衡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 9,695,664 0 未知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

资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9,034,457 0 未知

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7,845,58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

宸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5,953,377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品质

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5,768,838 0 未知

上海歆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歆享盈新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 5,706,000 0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其他 1.08 5,186,58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石俊峰与朱香兰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南京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执行代表为朱香兰，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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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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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1年6月11日，公司完成了关于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及江苏贝特瑞

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交割暨工商变更，上述标的公司自此成为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龙蟠科技的控股孙公司。 依据协议约定，标的公司于2021年6月开始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2021年半年报并入常州锂源净利润1788.45万元。

证券代码：603906�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6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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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及相关规定要

求，现将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润滑油 31,243.37 32,253.47 45,335.39

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注) 194,482.50 248,039.45 42,476.12

防冻液 38,845.06 36,544.95 17,619.40

车用养护品 6,243.46 6,985.34 3,118.17

磷酸铁锂 3,203.55 2,831.58 12,630.13

总计 274,017.94 326,654.79 121,179.20

注：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销售量含有委外加工采购量57,728.29吨。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产品润滑油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增长1.17%； 柴油发动

机尾气处理液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5.52%； 防冻液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上年

同期下降6.59%。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原材料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中基础油采购均价较上

年同期增加1,416.24元/吨， 增长为25.18%； 乙二醇的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增加196.57元/

吨，增长为20.68%；尿素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增加363.64元/吨，增长21.38%。

三、报告期内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6月11日，公司完成了关于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及江苏贝特瑞

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交割暨工商变更，上述标的公司自此成为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龙蟠科技的控股孙公司。 依据协议约定，常州锂源及其子公司自2021

年6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1年上半年度， 其主要产品磷酸铁锂销售量2,831.58

吨，营业收入13,132.69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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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2021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5人为现场参加，4人以通讯表决

方式参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全体监事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俊峰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就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项进行了充分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报备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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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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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 、“公司” 或“本公司” ）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346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200万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52元/股，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495,040,

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49,825,3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445,214,700.00元。 上述资金于2017年03月29日到位，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1588号《验资报

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97号） 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00,

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已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含税）人民币5,000,000.00元

后，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为395,000,000.00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4月29日到位，已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0]验字第90023号《验资

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 “年产12万吨润滑油及防冻液扩产项目” 累计投入17,

755.87万元，“新建年产20万吨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车用尿素）项目” 变更为“收购江

苏瑞利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70%的股权项目” 投入16,199.76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

900.00万元， 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为3,057.67万元。 截至

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723.71万元。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年产18万吨可兰素项目” 累计投入7,123.00万元，“新能

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累计投入2,174.10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9,

393.05万 (含其理财收益及利息)， 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为

621.91万元， 支付发行相关费用222.75万。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1,

209.81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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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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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审批手续，

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汉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17年5月9日与全资子公司龙蟠润

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及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8年，公司因变更“新建年产20万吨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车用尿素）项目” ，于

2018年7月13日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汉府支行协商一致，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

责。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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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汉府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0年

5月29日与全资子公司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三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 125903537310905 6.91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支行 0129260000000164 76.25

（2）四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 125905260110907 3,640.55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三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409410100100666544 1.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125903537310507 1.24

（2）四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409410100100674427 9,585.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125905260110878 11,621.71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见附表1）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1年3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1年

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4900.00万元，尚未到期归

还。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含子公司、孙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并保证日

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0,

000万元（其中IPO募集资金15,000万元，可转债募集资金25,000万元）和自有资金不超过

60,000万元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单笔理财期限最长不超

过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7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1、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

况如下：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是否赎

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南昌

路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

31天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

NNJ00252）

银行理财 5000 2021/1/19 2021/2/19

1.56%或

2.95%或

3.34%

是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港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四期

03号96天（产品编号：

DW21001120210403）

银行理财 5000 2021/1/20 2021/4/26 1.5%或3.4% 是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汉府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

向）2017年第三期

银行理财 1300 2021/2/3 2021/3/8 2.10% 是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南昌

路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50天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

NNJ00373）

银行理财 3,600 2021/3/9 2021/4/28

1.56%或

2.95%或

3.34%

是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汉府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

向）2017年第三期

银行理财 1200 2021/3/17 2021/4/15 2.10% 是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南昌

路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31天结构性存款NNJ00548

银行理财 3000 2021/5/10 2021/6/10

1.56%或

3.00%或

3.41%

是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港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20期

01号36天

银行理财 5000 2021/5/12 2021/6/17 1.5%或3.3% 是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港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27期

01号33天

银行理财 5000 2021/6/30 2021/8/2 1.65%或3.3% 否

截止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

期的余额为5,00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授权。

2、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情况如下：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是否赎

回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银行理财 9000 2021/1/20 2021/4/20

1.50%或

3.00%或

3.08%

是

中国银行天津散

货交易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PW20210042H】

银行理财 4000 2021/1/25 2021/4/27 1.3%或3.54% 是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收益凭证7719期 券商理财 1000 2021/2/10 2021/3/9 3.00% 是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收益凭证7717期 券商理财 7000 2021/2/10 2021/6/29 3.25% 是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银行理财 8000 2021/4/27 2021/6/28

1.50%或

3.13%或3.29%

是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南昌

路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31天结构性存款NNJ00548

银行理财 4000 2021/5/10 2021/6/10

1.56%或

3.00%或

3.41%

是

截止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均已到期赎回。

（五）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2018年6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江苏瑞利

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拟将“新建

年产20万吨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车用尿素）项目” 进行变更，变更后该项目募集资金将

投入到新项目“收购江苏瑞利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项目” 中，该议案公司已于

2018年7月13日召开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6月30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4,521.4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26.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955.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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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12

万吨润

滑油及

防冻液

扩产项

目

不适用 20,000.00 /

未做

分期

承诺

3,018.28 17,755.87 / /

2021年

12月

1,515.38

不适

用

否

新建年

产20万

吨柴油

发动机

尾气处

理液

（车用

尿素）

项目

收购江

苏瑞利

丰新能

源科技

有限公

司70%

的股权

项目

15,000.00 /

未做

分期

承诺

1,308.62 16,199.76 / / 不适用 931.01 是 否

运营管

理基地

及营销

服务体

系建设

项目

不适用 5,000.00 /

未做

分期

承诺

/ / / /

2022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仓储物

流中心

建设项

目

不适用 4,521.47 /

未做

分期

承诺

/ / / /

2022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44,521.47 4,326.90 33,955.64 2,446.3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年产12万吨润滑油及防冻液扩产项目”因新冠疫情导致施工进度滞后、部分设备需定

制生产导致采购周期较长等因素影响，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由2021年4月调整为2021年12月。 2、“运营管理基地及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和“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由于建设的地块面临土地性质规划调整，且由于新土地

的获取超过预期，由此导致项目推进低于预期，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对该两个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1年4月调整为2022年12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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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

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2、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附表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6月30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9,256.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28.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90.1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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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18万

吨可

兰素

项目

不适用 16,500.00 /

未做

分期

承诺

1,201.32 7,123.00 / / /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新能

源车

用冷

却液

生产

基地

建设

项目

不适用 13,500.00 /

未做

分期

承诺

1,564.25 2,174.10 / / /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补充

流动

资金

不适用 9,256.10 /

未做

分期

承诺

4,062.78 9,393.05 / / /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9,256.10 6,828.35 18,690.1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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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募集资金净额为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和其他相关发行费用之后的余额。

2、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3、“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超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部分为募集资金存款利

息及理财收益再投入。

附表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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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购 江

苏 瑞 利

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70%

的 股 权

项目

新 建 年

产 20万

吨 柴 油

发动 机

尾 气 处

理 液

（车 用

尿 素 ）

项目

15,000.00 15,000.00 1,308.62 16,199.76 108.80%

不适

用

931.01 是 否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实际累计投入金额” 超出“截至期末计划累计投资金额” 部分为募集资金存款利

息及理财收益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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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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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监事会会议” ）通知于2021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通知了第三届监事

会的全体监事和其他列席人员。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1年7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薛杰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的

召集程序、 召开程序以及参与表决的监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报备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30日

江 苏 龙 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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