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报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3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25号文《关于核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40

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11.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6,332,000.00元。

扣除承销费用与保荐费用20,00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到账余额为人民币326,332,000.00元。

本公司于2013 年4月22日收到募集资金，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验证，并由其出具（2013）汇所验字第7-004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已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32,633.20 

减：支付发行费用 282.94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2,446.47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8,154.00 

   以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334.70 

   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6,300.00 

   手续费 5.80 

加：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6,000.00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36,300.00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505.12 



 

 

利息收入 349.60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8.12.31） 264.01 

3、2019年1月-6月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8.12.31） 264.01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以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手续费  

加：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利息收入 1.32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9.6.30） 265.33 

（二）配股发行普通股（A股）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52号文《关于核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实际向股东配售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7,073,624.00股，每股面值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5.57元，共募集资金485,000,085.68元。扣除承销保荐费21,640,002.06

元、配股登记手续费87,073.62元后的净额人民币463,273,010.00元以及利息收入25,280.98

元总计463,298,290.98元于2016年2月1日存入隆基机械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和信验字（2016）

第000018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已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46,329.83 



 

 

减：支付发行费用 796.92 

以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16,500.00 

以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9,339.92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17,800.00 

    手续费 2.23 

加：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17,800.00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187.21 

利息收入 122.03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8.12.31） 0.00 

（三）2017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993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2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226,677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具体发行价为

11.47元/股，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8,584,905.6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8,115,079.53元。本公司于2017 年11月9日收到募集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山东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7）第000122 号《验资

报告》。 

2、以前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已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33,066.22 

减：支付发行费用 254.71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562.65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620.48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43,900.00 

    手续费 0.21 

加: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33,900.00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441.84 

利息收入 263.1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8.12.31） 18,333.17 

3、2019年1月-6月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8.12.31） 18,333.17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912.20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000.00 

   手续费 0.04 

加: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15,000.00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206.36 

利息收入 42.2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9.6.30） 11,669.5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2013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 2013 年 5 月分别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龙口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履行了三

方监管协议。 

2、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378040100100005730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2,653,422.02 
 

合计  
 

2,653,422.02 
 

（二）配股发行普通股（A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2 月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龙口支行、恒丰银行龙口支行龙中分理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签订了《山东隆基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配售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已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公司配股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全额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在各专项账户中的余额为人民币 0元。公司配股

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公司与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银

行签署的《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股东配售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三）2017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年 12月分别与恒丰银行龙口支行龙

中分理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已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 

2、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8110601012700728592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44,478,098.9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376004501018010014036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33,125,826.33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

支行龙中分理处 853543040122601433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39,091,594.79  

合计   116,695,520.0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3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2、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无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因募集资金不足，并结合现有投资进度及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将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为合资经营暨对外投资事

项的议案》，①公司拟缩减“年产 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项目”投资规模。该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所生产产品不变，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3.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的生产能力。②公

司拟缩减“年产 1万吨制动器总成支撑件项目”的投资规模，同时将该项目由公司实施变更为

由公司与厦门稳佳成汽车零件有限公司、烟台华兴经贸有限公司、步德威中国有限公司（丹麦）

组建的合资公司山东隆基步德威制动钳有限公司来实施。该项目所产产品不变，项目建成后，

将形成年产 80万套制动钳的生产能力。2014 年 1月 21日，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无 

5、关于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无 

6、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无 

（二）配股发行普通股（A股）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2、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无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无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无 

5、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无 

（三）2017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三。 



 

 

2、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无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规模、投资进度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司拟缩减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投资规模，由原总投资金额 603,250,000.00 元，调

减后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07,983,679.53 元。 同时，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

况，本着合理、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拟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端制动盘改扩

建项目”、“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的投资进度，由原计划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

期 2019 年 6 月，延期至 2020 年 3 月。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150，000，000.00 元，

用于“汽车轻量化底盘数字化车间改造项目”建设。本事项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无 

5、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1）公司于 2018年 6月 2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B 计划）”2018 年第 4 期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2019年 1 月 2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 707,013.70元。 

（2）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94天期限结构型存款理财产品，2019年 4 月 1日到期, 产

品到期收益 579,452.05 元。 

（3）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2019 年 3 月 27 日到期,



 

 

产品到期收益 212,054.79 元。 

（4）公司于 2019年 2月 1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6个月结构型存款理财产品，2019年 8 月 19日到期。 

（5）公司于 2019年 2月 1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 24810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019 年 6 月 12日到期,产品到期收益 565,068.49

元。 

（6）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2019年 7 月 2日到期。  

（7）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6个月结构型存款理财产品，2019年 10 月 8日到期。 

（8）公司于 2019年 6月 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 2695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2019 年 9 月 12日到期。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3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3年发生变更，变更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四。 

（二）2017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9年发生变更，变更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五。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 年 1 月-6 月，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格式》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附件一：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配股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三：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四：变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件五：变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 月 23日 



 

 

附件一：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 1月-6月 
编制单位：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350.2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2,350.2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935.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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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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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

动盘项目 
已变更 56,900.00  26,950.26  —— 0.00  25,200.08  —— 93.51  2015年3月  2,555.81  否 否 

年产1万吨制动器总成支

撑件项目 
已变更 15,180.00  5,400.00  ——  5,400.39  —— 100.01  2015年4月  -121.64  否 否 

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334.70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2,080.00  32,350.26  —— 0.00  32,935.17        

超募资金投向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0.00  32,935.1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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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件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124,464,687.13元，募集资金到

位后，公司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124,464,687.13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情况   无 

超额募集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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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是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减少产生节余及募集资金存放期

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二： 
配股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 1月-6月 
编制单位：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329.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839.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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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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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偿还银行借款 未变更 不超过 2亿元 未调整 ——  16,500.00  —— —— ——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未变更 剩余募集资金 未调整 —— 0.00 29,339.92  —— —— ——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6,329.83  —— 0.00 45,839.92        

超募资金投向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0.00  45,8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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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配股募集资金在各专项账户中的余额为人民币 0元，销户手续已

全部办理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三：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 1月-6月 
编制单位：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811.5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12.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95.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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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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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 已变更 25,798.37  10,798.37  —— 1,785.39  3,798.39  —— 35.18  2020年 3月 81.14  否 否 

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 —— 7,013.14  未调整 —— 126.81  3,296.94  —— 47.01  2020年 3月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2,811.51   —— 1,912.20  7,095.33        

超募资金投向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912.20  7,095.3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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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件五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35,626,450.43元，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35,626,450.43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万元的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0 万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超额募集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四： 
变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年 1月-6月 
编制单位：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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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3.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

动盘项目 

年产 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

动盘项目 
 26,950.26   -     25,200.08   93.51  2015年 03月  2,555.81   否  否 

年产 80万套制动钳项目 
年产 1万吨制动器总成支

撑件项目 
 5,400.00    5,400.39   100.01  2015年 04月  -121.64   否  否 

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34.7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32,350.26   -     32,935.17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由于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不足，公司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2,350.26万元，大幅低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公司结合实际经

营状况，为降低财务风险，并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2013年

12月 30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将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为合资经营暨对外投

资事项的议案》，①公司拟缩减“年产 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项

目”投资规模。该项目实施主体、项目所生产产品不变，项目建成

后，将形成年产 3.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的生产能力。②公司拟

缩减“年产 1万吨制动器总成支撑件项目”的投资规模，同时将该

项目由公司实施变更为由公司与厦门稳佳成汽车零件有限公司、烟

台华兴经贸有限公司、步德威中国有限公司（丹麦）组建的合资公

司山东隆基步德威制动钳有限公司来实施。该项目所产产品不变，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80万套制动钳的生产能力。2014年 1月

21日，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年产 3.5万吨汽车高性能制动盘项目预计达产后年可实现收入

38,500万元，公司该项目 2019年 1月-6月实现营业收入 15,702.03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2,555.81万元，造成实际收入小于预计收入

的主要原因为公司生产能力具备预期目标，但因宏观经济及市场原

因，承诺效益未完全实现。 

年产 80万套制动钳项目预计达产后年可实现收入 11,200万元，公

司该项目 2019年 1月-6月度实现营业收入 384.32万元，主营业务

利润-121.64万元，造成实际收入小于预计收入的主要原因为由于

制动钳为公司本期投产的新产品，其市场推广进程不同于其他现存

产品，需要一个客户逐步试用和接受的过程，该项目本期实现的效

益低于预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附件五： 
变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年 1月-6月 
编制单位：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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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 

10,798.37 1,785.39 3,798.39 35.18 2020年 3月 81.14  否  否 

汽车轻量化底盘数字化车间

改造项目 
15,000.00 - -  2021年 2月 0.00  否  否 

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 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 7,013.14 126.81 3,296.94 47.01 2020年 3月 ——  否  否 

合计 -- 32,811.51 1,912.20 7,095.33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年 8月 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规模、投资进度及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司拟缩减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投资规模，由原总投资金额

603,250,000.00元，调减后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07,983,679.53

元。 同时，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本着合理、

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拟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

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的投资

进度，由原计划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年 6月，延期

至 2020年 3月。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150,000,000.00 元，

用于“汽车轻量化底盘数字化车间改造项目”建设。本事项尚需

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预计达产后年可实现收入 41,250万元，公

司该项目 2019年 1月-6月实现营业收入 474.46万元，主营业务

利润 81.14万元，造成实际收入小于预计收入的主要原因为由于

该项目未全部完工达产，所以承诺效益未完全实现。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