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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2021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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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9.12.31）    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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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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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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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20.12.31） 268.69 

3、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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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1）    268.69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28.00  

   以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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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21.12.31） 0.00 

说明：截至2021年10月21日，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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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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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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注销。 

3、2021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8年全部销户，本期无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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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19.12.31）  11,440.05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587.81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8,000.00  

   手续费       0.10  

转款     238.00  

    汇率变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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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39,000.00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492.63  

利息收入     102.84  

收到退款       0.03  

收到转款     238.00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20.12.31）   7,444.43  

3、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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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1）  7,444.43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227.18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8,500.00  

    手续费  0.14  

转款  1,121.15  

    汇率变动  0.5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9,087.51  

付结汇款  319.28  

转入票据保证金户  10.00  

加: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37,000.00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311.39  

利息收入  57.57  

收结汇款  319.28  

票据保证金户退回  10.00  

收到转款  1,121.15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2021.12.31）  4,998.06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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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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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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 2013 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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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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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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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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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分别与中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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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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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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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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丰银行龙口支行龙中分理处 853543040122601433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1,258,500.21 
 

交通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376004501018010014036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527,698.45  

交通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376899991013000002471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1,527,729.04  

中信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8110601012700728592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15,289,274.10  

中信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8110601013501005363 募集资金结算账户 11,846,112.6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口支行 14630076801100000251 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 1,776,900.00 [注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口支行 14630076801600000288 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 3,899,852.65 [注 1] 

中信银行烟台龙口支行 8110601051901301641 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 13,528,465.00 [注 1] 

工商银行龙口支行 1606035141000000513 信用证保证金账户 114,400.00 [注 2] 

工商银行龙口支行 1606021419200024625 美元结算账户 211,673.24 [注 3] 

合计     49,980,605.36  

[注1]：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是公司为了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付款而存入的保证金。 

[注2]：信用证保证金账户是公司为了办理信用证付款而存入的保证金。 

[注3]：美元结算账户为2021年12月28日原来信用证保证金到期后自动转入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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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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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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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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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项已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建设有所

延缓、未能如期进行，进而导致公司无法在原计划的建设期内完成部分募投项目的

建设。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高端制动

盘改扩建项目”、“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由原计划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日期 2020 年 3 月，延期至 2020 年 8月。上述事项于 2020 年 5月 18 日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于 2020 年 10 月

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

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其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项目实施主

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其建设完成日期延长

至 2021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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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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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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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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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滚动使用。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有4,500.00万元理财尚未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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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发生变更，变更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四。 

（二）配股发行普通股（A股） 

配股发行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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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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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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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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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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204.8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2,350.26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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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初累计

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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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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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0.08  128.00  25,328.08  93.98  2015年 03

月 

 

2,7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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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39  100.01  2015年 04

月 
 120.36  否 否 

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34.70  141.70  2,476.40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2,080.00  32,350.26  32,935.17  269.70  33,204.87  102.64      

超募资金投向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72,080.00  32,350.26  32,935.17  269.70  33,204.87  1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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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之前全部

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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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配股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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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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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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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初累计投

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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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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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过2亿元 16,500.00   16,500.00  —— ——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未变更 
剩余募集资

金 

剩余募集资

金 
29,339.92   29,339.92  —— ——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46,329.83  46,329.83  45,839.92   45,839.92       

超募资金投向            

——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46,329.83  46,329.83  45,8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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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账户已于 2018 年 12 月之前全部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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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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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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4.6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65.2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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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初累计投

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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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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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3.97  955.53  5,759.50  53.34  2021年12月 683.15  否 否 

汽车制动系

统检测中心 
—— 7,013.14  7,013.14  3,506.61  194.00  3,700.61  52.77  2021年06月 

不适用【注

1】 

不适用【注

1】 
否 

汽车轻量化

底盘数字化

车间改造项

目 

否  15,000.00  5,940.02  1,077.65  7,017.67  46.78  2021年06月 1,109.77  否 否 

节余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

资金 

    9,087.51  9,087.51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32,811.51  32,811.51  14,250.60  11,314.69  25,565.29  77.92      

超募资金投

向 
           

——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合计  32,811.51  32,811.51  14,250.60  11,314.69  25,565.29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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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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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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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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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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尚有 14,000.00 万元理财

尚未赎回。 

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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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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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3,000.00 万元理财尚未赎

回。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4,500.00 万元理财尚

未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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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9,087.51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其余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信用证保证金账户、票据保证

金账户及购买的理财产品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不单独计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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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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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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累计投入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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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   25,328.08   93.98  2015年 03 月  2,7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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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39   100.01  2015年 04 月  120.36   否  否 

节余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2,334.70   141.70   2,476.4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32,350.26   32,935.17   269.70   33,204.87   102.6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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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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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内疫情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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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1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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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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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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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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累计投入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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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3.97   955.53   5,759.50   53.34  2021年 12 月 683.15   否  否 

汽车轻量化底

盘数字化车间

改造项目 

 15,000.00  5,940.02   1,077.65   7,017.67   46.78  2021年 06 月 1,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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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6.61   194.00   3,700.61   52.77  2021年 06 月 不适用【注 1】 不适用【注 1】 否 

节余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9,087.51   9,087.51       

合计 --  32,811.51   14,250.60   11,314.69   25,565.29   77.92  -- 683.15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详见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三、（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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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438.39 万元；

公司该项目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402.29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总额为 6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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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投产，产能未完全释放，另外本

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大，所以承诺效益未完全实现。                                                                                                                                       

汽车轻量化底盘数字化车间改造项目预计达产后年可实现收入 36,720.00 万元，利润总额

4,792.89 万元，净利润 3,988.96 万元;公司该项目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164.16 万

元，主营业务利润总额为 1,109.77 万元，造成实际收入小于预计收入的主要原因为本项

目于 2021 年 6 月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半年收入，另外

本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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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不单独计算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