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7-131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华发股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 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
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455 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125 万股新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第 001160 号”
《验资报告》，证明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收到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的募集资金为
4,232,384,000.00 元。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局第八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7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40）。
截止 2016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7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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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8）。
2015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八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
存放的议案》，一致同意将不超过 78,9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方式
进行存放，使用期限为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45）。
2016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01）。
截止 2017 年 5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3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
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6）。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7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
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方式进行存放，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2017-069）。
截止 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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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
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130）。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截止 2017 年 11 月 22 日
累计投资额（万元）

工程进度

1

广州荔湾区铝厂一、二期地
块商住及拆迁安置房项目

233,963.00

43,451.38

在建

2

广州白云区集贤庄商住及
保障房项目

200,745.00

45,947.63

在售

3

珠海华发水岸花园项目

348,960.00

123,435.36

竣工

4

南宁华发•四季项目

98,505.38

33,466.77

在建

5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地
块三）项目

160,126.00

69,898.71

在售

-

总计

1,042,299.38

316,199.85

截止 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限公司珠海莲花支行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限公司

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限公司珠海市分行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司

限公司珠海莲花支行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司

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有限公司

司广州桂花岗支行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有限公司

司威海分行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司

限公司南宁园湖支行
合计

2002025129100119331

金额（万元）
40.35

399020100100178610

70,126.29

44050164633500000012

19,718.47

2002025129100119180

877.27

44059101040009439

1,408.66

738066466051

1,108.94

8110601012500142212

4,160.89

45050160465000000025

240.47
97,6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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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预计未来 12 个月剩余
5.35 亿元募集资金暂时不会使用。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 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
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本次借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期限届满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若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增资时，公司及时将借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以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借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
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
易。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以及是
否符合监管要求
按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具体如下：2017 年 11 月 23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相关审议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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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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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
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
司全体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一致认为，本次公司使用 5 亿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4

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
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有关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要求，同意公司使用 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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