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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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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联合保荐机构”）、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联合保荐机构”）作为中芯国际

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联合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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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中芯

国际2020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78号）的批准，中芯国际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93,846.30万股（含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价格

27.46元/股，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5,323,019.40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后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5,253,820.15万元。上述款项已分别于2020年7月14日及

2020年8月17日前全部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0年7月14日及8月17日

分别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0590号《验资报告》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0]第073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 5,253,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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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支付发行费用 -2,259.43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449,445.27 

减：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2,660,402.88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2,010.9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 2,153,723.4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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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及

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年7月7日及2020年8月

21日，公司与联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中金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及《募集

资金（针对超额配售）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针对不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与项目公司实施主体、海通证券、中金公司分别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

自贸试验区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桥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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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

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1 美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采用 2020 年 12 月 30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6.5325 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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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万元）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NRA110925662010101 活期存款 0.29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NRA110925662032501 活期存款 1,424.15  

中国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 444280470222 活期存款 34.17  

中国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 444280470222 定期存款 100,000.00  

中国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 437780471584 活期存款 406,207.85  

民生银行上海金桥支行 630984295 活期存款 200,153.56  

农业银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支行 
03348700040035789 活期存款 256,250.67  

中信银行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8110901011901196131 活期存款 284,543.68  

浦发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98860078801300001507 活期存款 905,109.1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8月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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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0年

7月31日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449,445.27万元及已支付的发行费

用317.62万元。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相关审批

程序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要求。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且由联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及中金公司出

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7月31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0]第2907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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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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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0年8月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766,279.83

万元。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2020

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工作。超募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后，公司未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六）超募资金及超额配售募集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

等）的情况 

2020年8月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中的1,000,000.00万元、500,000.00

万元、300,000.00万元分别用于12英寸芯片SN1项目、成熟工艺生产线建设项目、

先进及成熟工艺研发项目储备资金。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8月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续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该议案，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联

合首席执行官及联席公司秘书中任何一位人士代表公司审议同意超额配售选择

权实施情况，并授权董事长、联合首席执行官及联席公司秘书中任何一位人士代

表公司签署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提交任何必要的文件，并采取所有适用法

律、规则及规例要求或据此进行的任何与此相关的行动（包括于香港联交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刊发公告）。2020年8月14日，联席公司秘书高永岗

先生代表公司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的

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超额配售选

择权于2020年8月14日全额行使，发行总股数扩大至193,846.30万股。全额行使超

额配售权所发行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694,306.8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685,280.89万元，分别用于成熟工艺生产线建设项目479,696.62万

元及补充流动资金205,584.27万元。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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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

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

通过银行电汇、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以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中所涉及的部分设备采购及原材料支出，并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事项

由联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和中金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度，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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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已

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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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芯国际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中芯

国际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联合保

荐机构对中芯国际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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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郑瑜  陈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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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魏先勇  李扬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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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51,560.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09,848.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09,8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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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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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②-① 
④=②/

① 

12 英寸芯片

SN1 项目 
否 1,800,000.00 1,800,000.00 1,800,000.00 1,096,505.07 1,096,505.07 -703,494.93 6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先进及成熟

工艺研发项

目储备资金 

否 7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161,432.42 161,432.42 -538,567.58 2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成熟工艺生

产线建设 
否 979,696.62 979,696.62 979,696.62 80,046.56 80,046.56 -899,650.06 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1,771,864.10 1,771,864.10 1,771,864.10 1,771,864.10 1,771,864.10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251,560.72 5,251,560.72 5,251,560.72 3,109,848.15 3,109,848.15 -2,141,712.57 5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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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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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之三/（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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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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