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张明慧 联系电话：010-60838792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5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朱烨辛 联系电话：021-20262327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3 层 

一、 保荐工作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4]56 号”核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重工”或“公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 2014

年 1 月完成，公司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担任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但因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因此海通证券作为保荐机构仍继续履行持续督

导义务。 

2016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因本次非公开

发行需要，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

构”）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的保

荐工作及本次非公开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的期间为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鉴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而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已确定为中信证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海通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券承继。中信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张明慧、

朱烨辛共同负责公司的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2016 年度中信证券对中国重工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现场检查情况 

在 2016 年持续督导工作过程中，保荐代表人、项目组成员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30 日对中国重工进行了现场检查，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及有关人员访谈，察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看自上市以来召开的历次三会

文件，查阅和复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凭证、账户余额明细等资料，查阅并复

印公司上市以来建立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核查公司上市以来发生的关联交易、

对外投资料等方式，对公司进行了全面现场核查并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二）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发行上市之前，中国重工已建立健全了《三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各项

规章制度。  

2016 年，中国重工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得到贯

彻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

的要求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情况良好，并有效地执行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

规则，督导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督导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督导公司完整保存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

资料。 

（三）募集资金使用督导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799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及 12 月 7 日采取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以 7.38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社会公

众发售 1,995,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股款合计人民币 1,472,31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共 33,863.13 万元后，公司实际收到上述 A 股的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1,438,446.87 万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

币 4,365.03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34,081.84 万元。上述资金

已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全部到账，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此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实际募集资金以及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



  

验字[2009]第 265 号验资报告。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1]1328 号）文件以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 72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总额为人民币 805,015.00 万元，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期限

为 6 年，即自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2018 年 6 月 4 日。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5,015.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 11,465.20 万元后，公

司实际收到上述可转债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793,549.80 万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

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2,445.5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1,104.30 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全部到账，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对公司此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实际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 0159 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4 年 1 月 7 日核发的证监许可〔2014〕56

号《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获准向

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船集团”）等 9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2,019,047,619 股 A

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20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8,479,999,999.8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

币 163,914,904.7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16,085,095.04 元。上述募

集资金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4]第 01360001 号验资报告。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A.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a、原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 

鉴于公司原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公司下属子公司实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按照计划以增资的方式向下属子公司拨付募集资金

615,305.00 万元，各下属子公司原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01,235.95 万元（含已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291,952.00 万元），

已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6,005.01 万元。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已拨付至下属子公司尚未实际使用的原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18,382.86 万元（含下属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

存款利息金额 1,694.26 万元）。 

b、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大型风电锻件扩能改造建设项目、风力发电与立磨齿



  

轮传动装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工艺气螺杆压缩机组扩大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和

轨道交通用橡塑制品产业化建设项目。鉴于公司上述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

下属子公司实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按照计划以增资的方式向下

属子公司拨付募集资金 91,704.00 万元，下属子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

使用募集资金 91,422.37 万元（含已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12,665.48 万元），已对外转让风力发电与立磨齿轮传动装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工艺气螺杆压缩机组扩大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595.14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已拨付至下属子公司尚未实际

使用的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0.00 万元。 

c、实际募集资金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公司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募投项目所需募集资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0 万元，以增资方式补充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 27,120.00 万元；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募投项目所需募集资金部分以增资方式拨付至下

属子公司用以补充流动资金 6,860.00 万元；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实际募集资金超

过募投项目所需募集资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 272,000.00 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9,718.97 万元。 

d、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4.96 万元（含利息

收入金额 114.96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实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692,658.32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755,698.97 万元，已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6,600.15 万元。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拨付至下属子公司尚未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募集资金 18,382.86 万元（含下属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1,694.26 万元）。因此，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8,497.82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

利息金额 1,809.22 万元）。 

B.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a、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 

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持有的 7 家目标资产、舰船及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能

力建设项目、海洋工程及大型船舶改装修理及拆解建设项目以及能源环保装备及

工程机械减速机制造建设项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向集团公司支



  

付收购款 349,204.30 万元，向子公司拨付募投项目资金 441,900 万元，下属子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30,586.34 万元，已

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41.32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已拨付至下属子公司尚未实际使用的可转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122,920.58 万元（含下属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

存款利息金额 10,951.54 万元）。 

b、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审议通过，公

司下属子公司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及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使

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万元及 4,500.00 万元已于 2016

年 9 月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 

c、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无余额，公司募集资金实际

用于收购集团公司持有的 7 家目标资产 349,204.30 万元，用于募集资金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金额 330,586.34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0.00 万元，已

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41.32 万元，已拨付至

下属子公司尚未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募集资金 122,920.58 万元（含利息收入金额

10,951.54 万元）。因此，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22,920.58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10,951.54 万元）。 

C.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a、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 

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

司、武昌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目标资产以及投资技术改造项目。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大船集团及武船集团支付收购款 327,474.92

万元，向下属子公司拨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 228,673.68 万元。公司下

属子公司实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209,360.02 万元，已对外转让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958.46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已拨付至下属子公司尚未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募集资金 13,736.98 万元（含

下属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315.54 万元）。 

b、实际募集资金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38,011.59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审议通过，公

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 万元及 4,850.00 万元的已于 2016 年 9 月前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终止实施高端煤矿液压支架技术改造

项目，并将原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3,853.97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除尚未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的原项目结余募集资

金 10,778.00 万元外，其余资金均已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c、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2,232.96 万元（含募

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2,884.64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实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536,834.94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51,087.56 万元，已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958.46 万元，已拨付至下属子公司尚未支

付募投项目款项募集资金 13,736.98 万元（含利息收入金额 315.54 万元）。因

此，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45,969.94 万元（含募集资

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3,200.18 万元）。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 2008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

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司按照通知的要求对于《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2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2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对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3 年 0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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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要求，、中

国重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及海通证券和各家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

下简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对

上述募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 



  

2016 年持续督导期内，中信证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核查，核

查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等，确保中

国重工能够依法运用募集资金，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四）辅导与培训情况  

保荐机构对中国重工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在上市前后进

行了关于上交所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董

监高职责等规范运作方面的培训。日常督导及沟通交流中，保荐机构对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贯穿辅导与简短培训，内容包括资本市场知识、信息披露、

募集资金运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方面内容。 

（五）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16 年，中国重工先后召开 3 次股东大会、10 次董事会会议，其中保荐机

构参加并列席了 3 次股东大会及 6 次董事会会议，切实履行了保荐职责。 

（六）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6 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投资情况进行了监督

与核查。中国重工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独立性没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公司履

行了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有效执行了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自上市以来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事

项，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已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中国重工已在相关临时公告中披露了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以及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机构审阅了中国重工 2016 年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并对中国重工 2016

年报工作进行了督导。  

通过对中国重工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

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

项  



  

无。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