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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8]第 31-00060 号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要求编制，

反映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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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是我们在实施必要审核程序的基础上作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对贵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益实现作出的保证。本报告仅限于贵公司作为申请发行新股的

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报送，不得用作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

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3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668 号核准，本公司委托主承销商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4,002.84 万

股（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发行 36,470,317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2.6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59,525,994.20 元，扣除承销、保荐等费用 17,464,650.0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442,061,344.18 元，已于 2014 年 1月 23 日收到。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信验字[2014]第 4-00002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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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于 2008 年 4 月 20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10 月 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重新修订通过。 

公司和保荐人中原证券于 2014年 2月 19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偃师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

上述银行开设 2 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公司、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河南通达铜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铜材科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市支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由铜材科技在上述银行开设 1 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2014

年 6 月 26 日,公司、中原证券、铜材科技及中国工商银行偃师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协议》，由铜材科技在上述银行开设 1 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2014 年 10月 26 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调整实施进度的

议案》，公司将铜材科技原募集资金专户中的余额 12,006,040.03 元转入工商银行偃师支行，

并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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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余额 截止日余额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偃师支行 250727086960 199,217,800.00                        

兴业银行洛阳分行 463010100100175330 42,135,344.18 7,290,623.06 

中国工商银行偃师支行* 1705027029045190669 200,708,200.00  

合    计 442,061,344.18 7,290,623.06 

注：铜材料技2014年2月19日设立的中国农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对应项目为年产8000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

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初始存放余额为200,708,200.00元；2014年6月26日铜材科技在中国工商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原中国农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168,848,695.14全部转入该账户；2014年10月，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该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将铜材科技中国工

商银行的募集专户资金12,006,040.03元转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偃师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偃师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已在开户

银行注销。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一。 

2、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情况 

（1）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完工投入总额为 11,122.79 万元，较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总概算 19,921.78 万元节约

8,798.99 万元，设备及工程投资均比预算减少。主要原因：（1）该项目在公司原厂区实施，

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本着合理、有效、节约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闲置设施，在不

影响募集项目实施的前提下，减少了部分附属工程投资，节约了建设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及基本预备费等；（2）原设备投资系根据 2013 年项目情况进行预测的，近年来，随着国产

设备生产工艺的提高，国产设备在加工效率、加工精度等方面缩小了与国外设备的差距，公司

在设备采购过程中，用国产设备替代了部分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同时，设备采购价格也较原

预测设备价格有所降低，节约了设备购置支出。 

（2）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 

该项目完工投入总额为 10,694.21 万元，较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总概算 20,070.82 万元节约

9,376.61 万元，设备及工程投资均比预算减少。主要原因：（1）该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河南通达铜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材科技”），因铜材科技所在的洛阳伊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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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同时铜材科技作为新设企业较难取得铜合

金接触线及承力索产品的《铁路产品认证证书》（即 CRCC 认证），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同意变更实施主体，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铜材科技变更为母公司通达股份，并由通

达股份利用现有厂房实施。因此，节约了该项目的建筑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及预备费等。

公司通过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厂房的优化调整，利用现有厂区不会影响该项目的正常实施。（2）

原设备投资系根据 2013年项目情况进行预测的，近年来，随着国产设备生产工艺的提高，国

产设备在加工效率、加工精度等方面缩小了与国外设备的差距，公司在设备采购过程中，用国

产设备替代了部分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同时，设备采购价格也较原预测设备价格有所降低，

节约了设备购置支出。 

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差异情况 

（1）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项目 

因地方政府在本项目用地旁规划新道路，部分障碍物未能得到及时清理，致使项目进驻施

工较晚，故项目未达投资进度。 

（2）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 

因投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原建设地洛阳伊滨新区配套设施建设放缓，项目建成后的运行

无法得到根本保障，故经审议，本项目变更了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导致项目未达进度。 

4、未完工项目情况 

河南省超高压导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建设期 19 个月，主要是依托已设立的

河南省超高压导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特高压导线研发实验室、电缆绝缘料研发实验室、

特种导线研发实验室和超导电缆研发实验室等 4 个实验室及配套设备设施，承诺完成日期为

2015 年 6 月。由于项目建设所在地城市道路规划，部分障碍物未能及时清理，致使项目进驻

施工较晚。同时，施工受冬季天气影响，项目完工进度较原计划延后，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为 2018 年 6月 30 日。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本项目已累计投资额为 3,680.60 万元。 

 

三、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专审字【2014】第 4-00123号审核，截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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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0 日，公司用自筹资金投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207.23 万元，其中新型节能特种导线

生产线项目 9.76 万元，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 1,197.47 万

元；其中公司投入 765.76万元，全资子公司河南通达铜材科技有限公司投入 441.47 万元。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 2014年 4月 28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总额为 1,207.23万元。 

 

五、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运用部分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

自 2014 年 3月 5 日起到 2015 年 3 月 5日止。 

上述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保荐代表

人已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书，独立董事、监事会已按照规定发表意见。 

2015 年 3 月 5 日，公司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在此期间，公司通过购买理财产

品实现收益 746.80 万元。 

 

六、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5,497.60 万元，前

次募集资金实际结余 18,175.60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41.12%；加上中国银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两个募集资金账户历年实现的理财收益和存放利息收入(减金融手续费支出) 

1,243.82 万元，合计 19,419.42 万元。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将前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节余的前次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将上述两个募集资金账户中 19,419.42 万元转

入一般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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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对募集资金项目设置独立账套进行核算，根据募集资金项目产品的投产量占全部产

品投产量的比重确定募集资金项目产品的收入和成本，扣除以全部产品的收入为权重进行分摊

计算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以及期间费用，再扣除所得税影响，由此得出募集资金项目实现的收益

与募集资金项目单独核算的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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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206.1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5,497.6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以前年度合计： 23,639.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7 年 1-12 月： 1,858.4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

项目 

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

项目 
19,921.78 19,921.78 11,122.79 19,921.78 19,921.78 11,122.79 -8,798.99 2015-12-31 

2 

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

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

设项目 

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

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

项目 

20,070.82 20,070.82 10,694.21 20,070.82 20,070.82 10,694.21 -9,376.61 2015-12-31 

3 
河南省超高压导线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河南省超高压导线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5,960.00 4,213.53 3,680.60 5,960.00 4,213.53 3,680.60 -532.93 2018-06-30 

合  计 45,952.60 44,206.13 25,497.60 45,952.60 44,206.13 25,497.60 -18,708.53  

注：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通达铜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材科技”），因铜材科技所在的洛阳伊

滨新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同时铜材科技作为新设企业较难取得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产品的《铁路产品认证证书》（即 CRCC 认证）。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2016 年 6 月，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清算时，将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前累积投入资金 3,802.57 万元确认为自有资金投入，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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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承诺效

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1 
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

项目 
156.69% 10,847.20 684.15 1,574.00 89.08 2,347.23 否 

2 

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

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

项目 

93.05% 3,452.80 110.43 279.38 -1,661.67 -1,271.86 否 

3 
河南省超高压导线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1）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根据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新型节能特种导线生产线项目的效益测算，该项目建设期 2 年，第 2 年达产 70%，第 3 年达产 90%，从第 4 年起

全部达产。从建设期开始，各年的税后净利润测算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产期 达产期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12 年 

税后净利润 不适用 2,920.44 3,754.80 4,172.00 

最近三年，本项目预计收入与实际收入、预计净利润与实际利润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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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预计收入（万元） 25,754.40 33,112.80 36,792.00 95,659.20 

实际收入（万元） 14,906.92 51,051.22 41,465.55 107,423.69 

收入实现率 112.30% 

预计净利润（万元） 2,920.40 3,754.80 4,172.00 10,847.20 

实际净利润（万元） 684.15 1,574.00 89.08 2,347.23 

利润实现率 21.64% 

（2）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根据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测算，该项目建设期 20 个月，第 2 年达产 50%，第 3 年达产 80%，从第 4 年起全部

达产。从建设期开始，各年的税后净利润测算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产期 达产期 

第 1-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12 年 

税后净利润 不适用 1,328.00 2,124.80 2,656.00 

最近三年，本项目预计收入与实际收入、预计净利润与实际利润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预计收入（万元） - 23,372.50 37,396.00 60,7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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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入（万元） 8,978.79 11,948.50 16,800.76 37,728.05 

收入实现率 62.08% 

预计净利润（万元） - 1,327.80 2,124.80 3,452.80 

实际净利润（万元） 110.43 279.38 -1,661.67 -1,271.86 

利润实现率 - 

注：设计产能以可研报告设计建设进度确定，2015 年为设计建设期，故当年设计产能为 0。 

（3）募投项目实际效益未达承诺效益情况说明 

募投项目主要产品新型节能特种导线、承力索和接触线成本构成主要以原材料铝和铜为主，且原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在 90%以上。公司招

投标报价采取“原材料成本＋生产加工费”的报价模式，中标后产品从生产到交货存在一定的期限（一般为 3-6 个月，个别订单甚至超过 1 年），由于

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中标时原材料相关的价格与交货时的价格存在差异，该部分差异的成本由公司自行承担。最近三年特别是 2017 年，由于原材料

铝和铜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而公司上述募投项目产品销售执行的为前期签订的低价合同，产品整体毛利率较设计时下降幅度较大，导致新型节能特种

导线生产线项目 2017 年度仅实现净利润 89.08 万元、年产 8,000 吨新型铜合金接触线及承力索生产线建设项目 2017 年度亏损 1,661.67 万元。此外，由于

募投项目投产后受到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产品实际销售单价较设计时下降幅度较大。受上述原材料价格以及产品销售价格双重影响，募投项

目实际效益未达承诺效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