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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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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北方导

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导航”、“公司”或“本公司”）董

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的《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481号核准，北方导航于 2009年 7月 22日非公

开发行了 5,100.4964 万股股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82,883.0665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 2,667.066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0,216万元。天健光华（北京）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对此出具了天健光华[2009]综字第

100021 号验资报告。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9,946.04 万元，其中

2017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222.62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269.96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制定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根据政策、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及时修订，严格执行。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北方导航、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华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珠市口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门支行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 2008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分

别及时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进行了公告，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制定及履行符合监管要求。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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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承诺项目的变更及进展情况如下： 

（1）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资金已于2015年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余额目前已为零。 

该项目压缩了原计划的投资金额，2009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及2009年12月22日召开的200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变更该项目的17,000万元资金用于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产业及反恐试训基地建

设用地项目。该变更内容见2009年12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

产业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公司2011年8月17日召开的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

产业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并将不再投入的17,0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16,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主营业务生产经

营方面的归还银行贷款及减少新增贷款。剩余的1,000万元暂存募集资金专户并

根据公司募集项目实施情况，待决策后使用。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

联交易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原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术改

造项目剩余的 4,001.51 万元用于支付上述资产置换项目置入置出资产的交易差

额。该变更内容详见 2014 年 12月 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联交易暨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2）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产建设项目（二期） 

该项目资金已于 2014年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余额目前已为零。 

经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变更原募集资金

项目“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产建设项目（二期）”中的 11,150 万元用于建设

新项目“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该变更内容详见

2014年 10月 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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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

联交易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产建设

项目（二期）剩余的 2,815.74 万元用于支付上述资产置换项目置入置出资产的

交易差额。该变更内容详见 2014年 12月 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联

交易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3）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资金已于 2014年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余额目前已为零。 

为了进一步满足当今和未来军民品市场的需求，延伸光电探测转塔的产业

链，在光电探测转塔产品中加入通信系统，使应用光电探测转塔的无人机和无人

车实现远程传输和监测，以及光电探测转塔的远程控制，经 2010年 2 月 26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 2010 年 3 月 15 日的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变更该项目中的 8,958.37 万元用于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购

河南万象通信有限公司项目。该变更内容见 2010年 2月 27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购河南万象通

信有限公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

联交易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术改造项

目剩余的 4.35万元用于支付资产置换项目置入置出资产的交易差额。 

（4）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资金已于 2010年全部使用完毕，资金余额目前已为零。 

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建设计划中包含自建电连接器生产线能力，

为了尽快打造本公司自己的电连接器专业配套单位，200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 2010年 1月 5日召开的 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变更该项目中的 4,032.12 万元用于增资泰兴市航联电连接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联公司”）项目。该变更内容见 2009 年 12 月 18 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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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增资泰兴市航联电连

接器有限公司项目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为了满足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通信和数据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实

现在超远程控制系列产品中加入通信系统，经 2010年 2月 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十次会议及 2010年 3月 15日的 201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该项目中的 16,901.74 万元用于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购河南万象通信

有限公司项目。该变更内容见 2010年 2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购河南万象通信有限公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09 年度，北方导航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

术改造项目”、“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和“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

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10,837.83万元。详细内容见 2009年 8月 25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 

除上述置换外，无其他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5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见附表 2。截至到报告期期末，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发生变更。具体如下： 

1、增资泰兴航联电连接器有限公司项目 

2009年 12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 2010年 1月 5日召

开的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该项目中的 4,032.12万元用

于增资泰兴航联电连接器有限公司（注：该公司现已更名为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该变更内容见 2009 年 12 月 1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增资泰兴航联电连接器有限公司项目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报告期内，在生产经营方面，公司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协调

推进各项经营工作，继续保持企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经营态势。公司推

进实施精细化管理，逐步提升了公司的管理水平；努力发挥公司的市场营销特长，

不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扩大市场份额；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持续引进

吸收新技术新工艺，逐步扩大产品范围，以新技术新工艺提升传统产品，持续提

升产品品质。公司新三板挂牌获批，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挂牌（证券简称：中兵航联，证券代码：

871295），促进了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长期规范运作及健康发展，

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搭建了资本平台，企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历程。 

2、中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适应环境变化，灵活采取措施，可

持续经营能力稳步增强。公司努力做好通信产业的规划工作，融合公司内部及外

部的资源优势，立足自身，发挥协同效应，同时借助资本市场，完善公司通信产

业链，为公司信息化发展谋划好方向和路径；推动公司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快公

司换代产品的研发，拓展公司产品的应用范围。全面提升公司的科研水平；完善

生产管理，公司将继续秉持安全生产、绿色生产理念，继续加强高效生产，确保

产品生产的质量与按时交付。 

3、 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

和收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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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1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该项目并将不再

投入的 17,0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16,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补充

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方面的归还银行贷款及减少新增贷款。剩余

的 1,000 万元暂存募集资金专户并根据公司募集项目实施情况，待决策后使用。 

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

联交易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项目剩余的 1,000 万元用于支

付上述资产置换项目置入置出资产的交易差额。 

4、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经本公司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日召开的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投入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变更原募集资金项目“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产建设项目（二期）”

中的 11,150 万元用于建设新项目“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本次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为：在现有生产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军品

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受让中国兵器工业导航与控制技术研究所某型装备导航与

控制系统产品技术，对外购部件检测、电子组件装配、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

产品总装调试线及装配线信息系统等条件进行补充完善，并根据工艺生产要求对

厂房进行适应性改造。已于 2016年 12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投入使用。该项目

内容详见 2014 年 10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共投入 10,880.04万元，项目已按照实施内容

进行，对条件进行了补充完善，根据合同报告期内资金支出 222.62 万元，项目

建设按计划进行。  

5、部分资产置换项目 

公司 201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资产置换关联交

易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本公司持有的电脑刺绣机和电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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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上半年 

编制单位：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216.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2.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4,863.8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946.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0.86%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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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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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是  30,127.00 9,125.49 9,125.49  9,125.49  100 2010年底 - 否 见下文 

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产建设项目（二期）  是  15,820.00 1,854.26 1,854.26  1,854.26  100 2011年中期 508.08 是 见下文 

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是  12,212.00 3,249.28 3,249.28  3,249.28  100 2010年年底 - 是 见下文 

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是  22,057.00 1,123.14 1,123.14  1,123.14  100 2011年中期 46.02 是 见下文 

合    计   80,216.00 15,352.17 15,352.17  15,352.17      554.1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按照项目实际实施需求进行了变更，两个项目在报告期

内未能实现预期收益，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1、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由于潜在用户的不断变化，在推广过程中

发现对产品的技术要求和技术状态也发生了扩展。基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和考虑到募集资金投资产生效益最大化，将剩余

募集资金投入对北方专用车的资产置换项目用于补足差额，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质量，对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培育发挥积

极作用，有助于提升以军品主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公司经营的发展目标。2、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由于军方采

购竞价原因导致产品利润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影响了项目的整体盈利水平。3、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术改造项目仍按

计划进行生产，但上半年未有产品交付，因此未形成收益，在 2017年末产品交付后仍将产生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见本报告“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中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本报告“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中 2、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本报告“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中 3、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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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7 年上半年 

编制单位：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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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及

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 

智能机器人产品技术改

造项目 
16,000.00         已终止   否    

增资泰兴航联电连接器有限

公司项目 

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

改造项目 
4,032.12 4,032.12   4,032.12 100 2010年中期 601.73 是 否 

中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远程控制技术产品技术

改造项目光电探测转塔

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25,860.11 25,860.11   25,860.11 100 2010年中期 2,125.30 是 否 

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

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

产建设项目（二期） 
11,150.00 11,150.00 222.62 10,657.42 95.58 2016年底   是 否 

北方导航部分资产置换项目 

智能机器人技术产品技

术改造项目 

场景观测平台产品批生

产建设项目（二期） 

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术

改造项目 

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

备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

用地项目 

7,821.60 7,821.60   7,821.60 100 2015年底 -247.12 否 否 

合  计   64,863.83 48,863.83 222.62 48,371.25 -  -  2,4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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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3、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四、变更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4、某型装备导航与控制系统产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5、部分资产置换

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见本报告“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3、投资非战争军事行动装

备及反恐试训基地建设用地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说明”；北方导航部分资产置换项目，2017 年上半年北方专用车公司累计

实现利润-598.96万元，其中北方专用车公司本部 21.06万元，广东建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620.02万元。利润率较低的原因为:

随着专用车企业的增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市场激烈的价格战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给公司的运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导致

2016年度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