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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90 号文核准，三

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或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公开发行了 4,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450,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

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4,765.9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445,234.10万元。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到位，由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2016]4838003号验资报告。 

根据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签署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发行

人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可转债

募集的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人民

币万元） 

1 巴西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 17,000万美元 1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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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人民

币万元） 

2 建筑工业化研发项目（一期） 65,118万元 65,000 

3 
工程机械产品研发及流程信息化提升项

目 
182,386.23 万元 182,100 

3.1 工程机械产品研发项目 122,642.63万元 122,600 

3.2 流程信息化提升项目 59,743.60万元 59,500 

4 收购项目 101,214.62万元 101,100 

4.1 收购索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97,891.96万元 97,800 

4.2 
收购湖南三一快而居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3,322.66万元 3,300 

合    计   450,000 

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

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内容的具体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巴西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

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取得圣保罗州环保局 CETESB 出具的编号为

57000093 的前提许可证，并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取得圣保罗州环保

局 CETESB 出具的编号为 57000082 的施工许可证。取得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京发改[2014]2512 号备案通知书。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17,000万美元，合 101,800万元人民币，

其中基建项目工程总造价 10,954 万美元，生产设备投资 5,003 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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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1,043 万美元。达产后预计年平均销售额为

18 亿元，年利润为 15,848 万元，税后净利润 10,460 万元，投资利

润率 9.87%，投资回收期 10.1 年（不含建设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尚未使用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对该项目进行投资。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战略与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和盈利水平，公司拟将原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巴西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变更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海外

市场挖掘机研发与服务项目”、军工“512项目”，总投资金额分别为

41,700万元、65,000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101,800万元，其余部分

由公司自筹。 

拟变更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建设地点 实施主体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及海

外市场挖掘

机研发与服

务项目 

41,700 万元 40,000 万元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上海三一重机股份

有限公司 

三一美国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印度私人

公司 

三一欧洲有限公司 

三一印度尼西亚机

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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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建设地点 实施主体 

军工“512 项

目” 
65,000 万元 61,800 万元 

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三

一产业园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1、巴西经济不景气、工程机械市场大幅萎缩。巴西经济增长持

续下滑，2015 年经济衰退达到 3.85%（为 25 年来最差），2016 年经

济预计衰退 3.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 年经济开始缓慢

回升，但增长幅度远低于历史水平。工程机械需求大幅萎缩，与原预

期存在较大差距。 

2、根据实际经营战略与未来发展规划，为更好地实现业务的转

型升级，响应国家“一带一路”以及“军民融合”的政策，大力发展海

外市场，拓展军工业务，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及海外市场挖掘机研发与服务项目”、军工“512 项目”。项目

调整将有利于加速公司海外市场的拓展，发展公司军工业务，进一步

扩大公司规模，提升盈利水平。 

四、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海外市场挖掘机研发与服务项目 

本项目主要用于中国、印度、印尼、泰国、土耳其、美国和欧洲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海外市场的挖掘机研发与服务能力提升，通过

形成在当地的产品及服务核心竞争力，扩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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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包括：加强研发流程建设、平台建设，提高研发手段、

开发设计水平；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微挖、轮挖等95款高性

价比产品，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依托信息化等工具，链接全球市场支

持体系与快速响应体系，提升售后响应速度、服务基础能力和配件保

障能力，打造海外服务第一品牌。 

项目总投资41,700万元，其中研发人工投入17,500万元、研发试

验费9,500万元、研发样机成本7,850万元、研发工装费及其他6,850

万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未来需求量巨大，

挖掘机应用前景广阔且各国对设备的个性化要求较高。通过实施该项

目，有助于提升公司挖掘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打造高

速发展的国际化业务，提升公司挖掘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二）军工“512项目” 

三一重工目前实施民参军战略，目标设定为国家打造高端装备产

品，即开展军工“512 项目”的科研、试制、生产。其主要项目包括：

轻型高机动防雷装甲车项目，智能化特种保障平台项目，军民两用系

留装备项目，满足国家防务及军民两用需要。公司凭借自身具有的实

力，通过充分发挥自主创新优势和世界级工厂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将

把公司打造成中国知名防务装备企业。 

总投资额 65,000 万元，其中轻型高机动防雷装甲车项目一期总

投资 20,000 万元人民币；智能化特种保障平台项目投资 35,000 万元

人民币；军民两用系留装备项目投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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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预计销售收入为 32.69 亿元，预计实现税后利润

65,298 万元。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序

号 

项目 数值 单位 备注 

1 项目总投资 65,000 万元 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下同 

2 销售收入 326,900 万元  

3 毛利 125,856 万元  

4 费用总额 49,035 万元  

5 利润总额 76,821 万元  

6 所得税 11,523 万元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按 15%计算 

7 税后利润 65,298 万元  

 

五、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海外市场挖掘机研发与服务项目”、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情况研发适应当地环

境的新产品，发挥公司在挖掘机领域的强大优势，建立公司在当地产

品及服务上的核心竞争力，有力提升公司海外市场占有率，扩大产品

销量，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军工“512项目”响应国家“军民融合”

的发展战略，为公司开拓军工业务板块，借助公司在重型机械的强大

基础，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助力公司转型。 

（二）风险提示 

1、公司募集投资项目变更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延伸其海外业

务，而海外业务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在地

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政策和法律、汇率的变动以及贸易限制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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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裁、国际诉讼和仲裁都可能影响到公司海外业务的正常开展，进

而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2、目前国家正推动军工配套保障体系的改革，竞争性采购的推

进将使军品准入向更多符合条件、具有资质的民营企业放开，从而给

公司的军工业务的经营带来一定潜在市场风险。若未来我国在国防投

入政策及细分产品采购倾向性出现调整，可能导致相关产品订货量变

化，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波动影响。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