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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

以邮件及电话通知的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
事 8 人，实际参加董事 8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
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业务需要，同意聘任包涵先生、史莹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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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包涵先生、史莹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有利于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管理优势，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全体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聘用和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聘任包涵先生、史莹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
附件一：

简 历
包涵，男，1979 年 12 月出生，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本科学历，北京理工大学工程

硕士学位， 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 2003 年至 2014 年就职于江河创建（股票代码
601886），曾任江河集团澳门公司总经理工程助理，江河集团北方大区副总经理等职
务。 2014 年加入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装饰”）至今，

曾任主管营销副总经理，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在任期间，主要负责市场渠
道开拓及维护，项目管理，项目运营及风险把控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包涵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史滢，女，1983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具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金融学学士学位，2009 年至 2014 年任加拿大建筑设计事务所 Metropolitan�

Architects� Inc.� 执行总监，2015 年至 2016 年任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弘高设计”）营销总监，2016 年至今先后任弘高设计、弘高装饰上海分公
司负责人。 在任期间，主要负责市场渠道开拓及维护，项目管理，项目运营及风险把
控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史滢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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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
[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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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735 号”《关于核准厦门日上车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30.00
万股普通股。 日上集团此次非公开发行 2,110.00 万股普通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5.00 元。截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7,500,000.00 元，扣除发
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17,405,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10,095,000.00 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第 211100 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37,714.59 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5,446.96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 13,294.91 万元，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2,152.05 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8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直接投入募集资金 15,694.27 万元，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5,694.27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53,408.86 万元，节

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 9,144.28�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 2010 年
8 月 8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 公司从 2011 年 7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管理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
募集资金。

2014 年 10 月公司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号名称 账户用途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杏林
支行

40325001040028447 新长诚（漳州）重工
有限公司

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
系统生产项目（一期） 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杏林
支行

40325001040028413 厦门新长诚钢构工
程有限公司

补充工程承包业务营
运资金项目 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杏林支行 129950100100232028 新长诚（漳州）重工

有限公司
闲置募集资金理财账

户 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352000680011601250151 新长诚（漳州）重工

有限公司
闲置募集资金理财账

户 销户

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日上集团已办理完毕上述银行募集资金专用户
的销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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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无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17
年 12 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绿色建
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 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11� 月 20� 日，日上集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
统生产项目（一期）”建成并达成预定可使用状态。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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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1,078.60 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自筹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了《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第 211202 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7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
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5 年 7 月 14 日至 2016 年 7 月 13 日，到期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将 2015 年 7 月 1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集户。

2016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城（漳州）
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13 日至 2017 年 7 月 12
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将 2016 年 7 月 1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审议
通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集户。

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城
（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2018 年 6 月 6 日， 公司将 2017 年 7 月 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审
议通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集户。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
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公司将 2018 年 6 月 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 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
（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集户。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

项目（一期）”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形。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完毕。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5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次使用额度不
超过 3 个亿。在 3 亿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截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共计 26,500 万元，之
前投资的理财产品已到期的，本金和收益皆如期收回。

2016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次使
用额度不超过 2.65 个亿。 在 2.65 亿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截至 2017 年 7 月 6 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共计
1.85 亿元，之前投资的理财产品已到期的，本金和收益皆如期收回。

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1.85 亿元，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次使用额度
不超过 6,000 万元。 在 6,000 万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投资产品期限不超过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已赎回全部理财产品，本金和利息皆如
期收回。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全体董事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750.
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94.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08.8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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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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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绿色建筑工业化
集成系统生产项
目（一期）

否 40,000.
00

40,00
0.00

15,694.
27

42,373.3
3 105.93

2018年
11月 20

日

1,66
5.35 — 否

补充工程承包业
务营运资金项目 否 12,750.

00
11,00
9.50

11,035.5
3 100.24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52,750.
00

51,00
9.50

15,694.
27

53,408.8
6 104.70 1,66

5.3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到 2015年 6月 9日，本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 4,893.11万元建设绿色建
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项目，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51,009.50
万元，所以本次以自筹资金置换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4,893.11万元。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第 211202�号）。

2015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额的议案》，决定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8,931,078.60元。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
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 7月 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新长
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5年 7月
14日至 2016年 7月 13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年 7月 11
日，公司将 2015年 7月 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募
集户。

2016年 7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
使用新长城（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6年 7月 13日至 2017年 7月 12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7月 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7年 7月 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
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2018年 7月归还募集账户，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8年 6月 6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8�年 6�月 8�日，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
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个月内，最长不超过 2018�年 11�月
30�日。

2018年 11月 22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归还
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及利息收入共计 9,144.28万元，原因：公司在
募投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科学审慎
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
生利息净收入，形成了资金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2018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证券代码：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2019-080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在上述公告中将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补充工程承包业务营运资金项目”中“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为 12，750 万元（该金额为非公开发行预案中的计划投资额）， 披露为
11，009.5 万元（该金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现对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进行更正。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3 日、2019 年 3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2017 年
年度报告全文》、《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在统计集团前五大
客户的销售额时，未将中建一局（合并客户）的关联子公司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销售额合并统计，仅披露了中国建筑一
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导致销售数据统计不完整，现对 2017 年年报、2018 年
年报中涉及的相关数据进行更正。 本次更正不涉及会计差错更正。 具体如下:

1、《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更正前：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009.
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94.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08.8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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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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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绿色建筑工业化
集成系统生产项
目（一期）

否 40,000.
00

40,00
0.00

15,694.
27

42,373.3
3 105.93

2018年
11月 20

日

1,66
5.35 — 否

补充工程承包业
务营运资金项目 否 11,009.

50
11,00
9.50

11,035.5
3 100.24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51,009.
50

51,00
9.50

15,694.
27

53,408.8
6 104.70 1,66

5.3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到 2015年 6月 9日，本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 4,893.11万元建设绿色建
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项目，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51,009.50
万元，所以本次以自筹资金置换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4,893.11万元。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第 211202�号）。 2015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额
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8,931,078.60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
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 7月 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新长
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5年 7月
14日至 2016年 7月 13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年 7月
11日，公司将 2015年 7月 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
（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
募集户。

2016年 7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
使用新长城（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6年 7月 13日至 2017年 7月 12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7月 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7年 7月 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
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2018年 7月归还募集账户，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8年 6月 6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8�年 6�月 8�日，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
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个月内，最长不超过 2018�年 11�月
30�日。

2018年 11月 22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归还
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及利息收入共计 9,144.28万元，原因：公司在
募投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科学审慎
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
生利息净收入，形成了资金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2018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表中募集资金总额 51,009.50万元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更正后：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750.
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94.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408.8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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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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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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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绿色建筑工业化
集成系统生产项
目（一期）

否 40,000.
00

40,00
0.00

15,694.
27

42,373.3
3 105.93

2018年
11月 20

日

1,66
5.35 — 否

补充工程承包业
务营运资金项目 否 12,750.

00
11,00
9.50

11,035.5
3 100.24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52,750.
00

51,00
9.50

15,694.
27

53,408.8
6 104.70 1,66

5.3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到 2015年 6月 9日，本公司先期已投入资金 4,893.11万元建设绿色建
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项目，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51,009.50
万元，所以本次以自筹资金置换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4,893.11万元。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出具了《关于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5]第 211202�号）。 2015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额
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8,931,078.60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
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 7月 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新长
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期）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5年 7月
14日至 2016年 7月 13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年 7月
11日，公司将 2015年 7月 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的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
（一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到
募集户。

2016年 7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
使用新长城（漳州）重工有限公司绿色建筑工业化集成系统生产项目（一
期）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2016年 7月 13日至 2017年 7月 12日，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7月 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7年 7月 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
续使用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2018年 7月归还募集账户，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2018年 6月 6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8�年 6�月 8�日，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新长诚（漳州）
重工有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个月内，最长不超过 2018�年 11�月
30�日。

2018年 11月 22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归还
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及利息收入共计 9,144.28万元，原因：公司在
募投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科学审慎
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
生利息净收入，形成了资金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2018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2、2017 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8）主
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05,583,133.08 5.30%

2 第二名 95,449,458.19 4.79%

3 第三名 92,247,536.99 4.63%

4 第四名 67,604,991.82 3.40%

5 第五名 55,139,897.61 2.77%

合计 -- 416,025,017.69 20.89%

更正后：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48,188,117.66 7.44%

2 第二名 105,583,133.08 5.30%

3 第三名 92,247,536.99 4.63%

4 第四名 67,604,991.82 3.40%

5 第五名 55,139,897.61 2.77%

合计 -- 468,763,677.16 23.54%

3、2018 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8）主
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273,654,335.35 9.43%

2 第二名 203,039,164.54 7.00%

3 第三名 126,413,932.98 4.35%

4 第四名 114,047,100.67 3.93%

5 第五名 105,673,717.28 3.64%

合计 -- 822,828,250.82 28.35%

更正后：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332,246,948.13 11.45%

2 第二名 203,039,164.54 7.00%

3 第三名 126,413,932.98 4.35%

4 第四名 114,047,100.67 3.93%

5 第五名 105,673,717.28 3.64%

合计 -- 881,420,863.60 30.37%

除上述更正外，公告的其他内容无变更，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
全文、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造成影响。 由此给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过程中的
审核工作。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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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专利证书，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实用新型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无内胎车轮轮辋三道滚
的滚型模具 ZL�2019�2�0295996.1 2019年 03月 08日 2019年 11月 26日

2 一种无内胎车轮轮辋的扩张
模具 ZL�2019�2�0295998.0 2019年 03月 08日 2019年 11月 26日

以上专利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自
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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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