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国泰君安证券对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717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 13.87元的发售价格非公开发行 720,980,533

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9,999,999,992.71 元），扣除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2,100.00 万元，截至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7,900.00 万元（人民币

9,878,999,992.71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德师

报（验）字（10）第 009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支付非公开发行 A 股的股票登记费人民币

52.21 万元；收到银行利息人民币 386.46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冻结期间的利息

收入人民币 37.20 万元，因此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余额为人民币

988,271.45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3,114.55 万元（包含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48,343.27 万元），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33,500.17 万元，其中：2011

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币 177,073.47 万元；2012 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币

99,380.41 万元；2013 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币 170,558.09 万元；2014 年全年

实际使用人民币 161,945.48 万元；2015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币 47,583.05 万元；



2016 年全年实际使用 31,654.71 万元；用于置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以自

有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人民币 245,304.96 万元。（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已经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了德师报（核）字（11）第 E0015

号审核报告）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在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开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公司之分公司、子公司

（以下统称为“各募集实际使用单位”）亦开立了从专门账户存储公司所拨付的

募集资金。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03,114.55 万元，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内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公司结存于开设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之专项账户(账号 1001215519300291680)之余额 
4,628.26 

公司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定期存款

方式存储之募集资金(注 1) 
95,000.00 

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单位结存的募集资金(注 2) 3,486.29 

合计 103,114.55 

注 1：为提高募集资金资金收益，公司将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储。 

注 2：系公司已拨付给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单位，而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单位尚未实际使用

的余额。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人民

币 933,500.17 万元，2016 年全年度实际使用人民币 31,654.71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项目 
资金需要 

数量 

募集资金 

拟投入数量 

2016 年度 

实际使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 

1 

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 604,710.00 553,100.00 2,644.53 537,812.14 

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 367,200.00 350,600.00 2,644.53 335,312.14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 237,510.00 202,500.00 - 202,500.00 

2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117,850.00 117,850.00 - 117,850.00 

3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65,650.00 59,650.00 - 59,650.00 

4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280,400.00 269,400.00 29,010.18 218,188.03 

合计 1,068,610.00 1,000,000.00 31,654.71 933,500.17 

2、项目进度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

项目和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 100%，其余各项目工程建

设已完成，处于验收收尾阶段。 

三、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八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

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待募集资金到

位后，按照相关法规程序予以置换。 

据此，并经董事会四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 245,304.96 万元。具体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承诺项目 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1 

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 159,277.51 

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期) 150,275.11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 9,002.40 

2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66,258.03 



3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4,741.62 

4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15,027.80 

合计 245,304.96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项目出具了德师报

(核)字(11)第 E0015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及专

项审核报告》。2010 年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关

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书》。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六、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通过列席重要会议、资料审阅、沟通访谈、现场核查

等多种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重点核

查，根据核查的结果国泰君安证券认为： 

发行人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 2016 年度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等法规

和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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