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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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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对公司 2020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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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16年 7月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11,570.00万股，发行股价为每股人民币 6.6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68,248,000.00元。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7月 29日将上述募集资金扣除

相关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46,100,000.00元（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2,609,433.97元）后的余款

人民币 722,148,000.00元汇入公司银行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855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20年 0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累计共使用人民币 636,056,020.40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46,100,000.00元和手续费支出 17,815.46元，2016年度使用

人民币89,971,438.68元（含发行费8,110,000.00元），2017年度使用人民币 40,037,425.28

元，2018年度使用人民币 210,867,999.82元，2019年度使用人民币 253,638,931.65 元（含

结余资金转流动资金 108,632,052.59元），2020年 1-6月使用 778,170.63元截止到 2020

年 0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32,191,979.60（其中含利息

5,355,761.12元）元。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8,248,000.00 

减：承销保荐费+手续费支出 46,117,815.46 

减：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额         89,971,438.68  

减：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额            40,037,425.28  

减：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额        210,867,999.82  

减：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额        253,638,931.65  

减：2020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额  778,170.63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截止 2020 年 06 月 30 日）  132,191,979.60  

其中：利息 5,355,7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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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20年 4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

获准公开发行 818.931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81,893.12万元。

扣除发行成本费用人民币 1,430.78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0,462.34万元。

上述资金于 2020年 4月 16日到账款，且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E10091号《验资报告》。 

截止2020年 0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累计共使用人民币 633,366,485.00 元，

其中承销保荐费等发行成本 13,317,200.00元,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金额为

620,000,000.00元。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818,931,200.00 

减：承销保荐费+手续费支出 13,317,200.00 

减：购买结构性存款         620,000,000.00  

减：2020 年 4-6 月募集资金使用额  49,285.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截止 2020 年 06 月 30 日）  186,567,964.93  

其中：利息 1,003,249.9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13 年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2016 年 7 月，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 8月 24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市支行、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规定，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赤壁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应急交通装备赤壁产业园项目募集资

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同日，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协议规定，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公司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他

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0年 4月 16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夏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全域机动保障装备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

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其他

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庙山开发区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以及除承销费以外的

其他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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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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得到

了切实履行。 

三、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27,056.83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无。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详见附表说明。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运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应急交通装备赤壁产业园项目》（以下

简称“赤壁产业园”）人民币 51,384,057.61 元、《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武汉厂区项目” ）人民币 21,464,053.07元，2016年 10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同意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划拨 72,848,110.68 元至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用于补充公司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且该次募集资金置换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988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五）单个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单

个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赤壁产业园项目

结余的募集资金 108,632,052.59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初余额（2019 年

3 月 31 日） 

转出日 转出金额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赤壁市体育路

支行 

17695401040004558 

 

 159,315,419.83 

 

2019-05-30 

 

108,632,052.59 

合计    159,315,419.83  108,632,052.59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意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赤壁产业园建设项目已经建

成，将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营运资

金，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性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且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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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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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中国应急单个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IPO募集资金 

截止 2020年 06月 30日，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132,191,979.60 元，其中存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市支行

中的金额为 960,841.99元，为活期存款；存放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

业部中的金额为 131,231,137.61元，为活期存款。 

2.可转债募集资金 

截止 2020年 06月 30日，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的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186,567,964.93元，其中存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市支

行中的金额为 39,514,505.63元，为活期存款；存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夏支行

中的金额为 91,920,887.38元，为活期存款;存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庙山开

发区支行中的金额为 55,132,571.92元，为活期存款。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报告期，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一）IPO募集资金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184.60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79.21。其中，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本报告期投入 44.58万元，累计投入金额 7,4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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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截止期末投资进度为 36.63%。 

（二）可转债募集资金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万元，款项全用于全域机动保障

装备建设项目。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26日批准报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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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8,717.92（注 1）  
本报告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82.71（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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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77.83（注 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34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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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6

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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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应急交通装备赤壁产

业园项目 
是 56,300.00 50,960.00 33.22 40,366.16 79.21 2019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

设项目 
是 15,103.80 20,443.80 44.58 7,489.07 36.63 2021 年 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全域机动保障装备能

力建设项目 
否 

44,118.51 44,118.51 
4.9 4.9  2023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

设项目 
否 

16,074.61 16,074.61 
   2023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0,500 20,500    2023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2,096.92 152,096.92 82.71 
47,860.13

（注 4） 
52.77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详见正文(五)单个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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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一）、项目地址变更原因 

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由于受客观因素变化影响和公司实际需要，包括建设资源合理配置、设施功

能优化、工程总体布局等方面影响，必然需要对前期募集资金项目建设预案作必要、合理的修正，在此前提下，同时也要保证募投项目达到项

目建设目标，因此，综合上述因素，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应急”或“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调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的议案》，公司拟对

两个募投项目做适当调整，以充分实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 

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地址原确定在公司武汉厂区生产场地内进行，但由于武汉厂区地域狭小，仅 170 亩。而该募投项目前期预

测总建筑面积为：20,260.50 ㎡,且经过后期可行性分析和项目工程量测算，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4,650 ㎡，再加上配套设施用地，总占地面积在

92 亩左右，显然，公司武汉厂区现有面积根本满足不了项目建设用地的实际需求，基于此，公司只能将拟对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地

点进行重新选址。 

（二）、项目地址变更方案 

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地点重新选址事宜，经公司认真研究，反复遴选，并得到当地政府部门大力支持，现拟定项目建设新地址

为：武汉市江夏区“江夏阳光创谷”产业园内；新地址距离公司武汉厂区约 3 公里，项目建设用地申购约 92 亩左右，能充分保证项目建设用地

的实际需要和建设目标的实现，土地申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税费等合计约 5,100 万元左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一）、调整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全部围绕主营业务进行，其中应急交通装备赤壁产业园项目为新建包括应急桥梁、经济抢通器材和各类专用车辆改装在

内的多个军用和民用产品的柔性生产能力；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应急装备技术研发条件，显著提升应急装备系列化自主

研发能力。 

    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由于受客观因素变化影响和公司实际需要，包括建设资金筹集、资源合理配

置、工程设计优化、生产线路布局、设备设施遴选、建设项目地址变更等方面影响，可能需要对前期募集资金项目建设预案作必要、合理的修

正，在此前提下，同时也需要保证两个募投项目都能基本达到项目建设目标，因此，综合上述因素，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应急”或“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议案》，公司拟对两个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做适当调整，以充分实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 

（二）、募集资金项目内部结构调整的内容 

本期募集资金项目调整同时涉及应急交通装备赤壁产业园和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两个募投项目 

1、 应急交通装备赤壁产业园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调整情况，在保证应急装备赤壁产业园项目建设目标、制造能力以及预期经济总量不变的前提

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减其投资总额，即：项目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由原估算的 56,300

万元调整为 50,960 万元，调减金额 5,340 万元，且调减下来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  

2、 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调整情况，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减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315 万元，调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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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21,712 万元。其中，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原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 15,103.80 万元，加

上从应急装备赤壁产业园项目调入的募集资金 5,340 万元，调整后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原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变为 20,443.80 万元，

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缺口部分将以自有资金解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0 月 26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人核查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2,848,110.68 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6]第 711988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包括：1.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执行公开招投标程序，在招标之前，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预

设招标拦标价，有效的控制和节省了部分建设费用；2.在施工前，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图纸会审，尽量减少在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及现场签证的

工程量；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单个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赤壁产业园项目结余资金 108,632,052.59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20,000,000.00 元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剩余的 318,759,9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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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注 1：该募集资金总额为 158,717.92 万元，其中包含承销保荐费 5,810.00 万元和发行费 811.00 万元； 

注 2：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79.21 万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 79.21 万元； 

注 3：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127,477.83 万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 47,860.13 万元、承销保荐费 5,810.00 万元，发行费等 942.72 万元、补流资金 10,863.21 万元、结构

性存款转出 62,000.00 万元和银行手续费支出 1.77 万元； 

注 4：该金额不包含承销保荐费 5,810.00 万元，发行费等 942.72 万元、补流资金 10,863.21 万元、结构性存款转出 62,000.00 万元和银行手续费支出 1.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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