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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4        证券简称：海默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7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缩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缩

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拟缩减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油气田环保项目”）

投资金额 54,338.64 万元减至 13,500.00 万元，相应募集资金承诺投资规模由

51,722.08 万元减至 13,500.00 万元，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8,222.08 万元、

募集资金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1,475.49 万元，合计 39,697.57 万元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0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

超过6,000万股。公司于2016年8月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60,000,000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1.80元（每股面值1元），募集资金708,000,000.00元，扣

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9,433,962.26元（不含税）、其他发行费人民币1,345,283.01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97,220,754.73元。本次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原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

项目 
54,338.64  51,7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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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合计 72,338.64  69,722.08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实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2,333.17万元，尚

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47,388.91万元、募集资金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1,475.49万元。 

1、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 
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

地建设项目 
51,722.08  4,333.17  

2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合计 69,722.08 22,333.17 

2、尚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理财产品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额度不超过3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

上述额度内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2017年1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8,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截止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尚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利

息及现金管理收益合计48,864.40万元，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使用金额 

1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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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20,000.00 

3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现金 864.40 

合计 48,864.40 

三、拟缩减投资规模的募投项目情况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内容：本项目用于投资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生产“泥

浆不落地”、“压裂返排液处理”两类车载式油气田环保装备，并为油气勘探开发

企业或井队提供“泥浆不落地”随钻处理、“压裂返排液处理”相关的油气田环

保服务。 

项目投资概算：项目建设期为 2 年，投资总额为 54,338.64 万元，其中土建

工程投资 33,707.24 万元，机器设备投资 10,734.7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9,896.7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 51,722.08 万元将用于该项目建设，不足部

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预计项目投入使用时间：2019 年上半年。 

2、募投项目缩减投资的方案 

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从项目论证到决策实施开始再到目

前实施阶段，已经历时三年半时间，相关市场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公司结

合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拟对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优化调

整，不再对预计市场效益较差的“泥浆不落地”相关的生产、服务项目进行相关

的固定资产投资，集中资源建设“压裂返排液处理”相关的油气田环保生产研发

基地和服务项目，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缩减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减少铺底

流动资金。调整后的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3,500.00

万元。项目投资及调整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

目投资总

额 

调整后项

目投资总

额 

实际募集

资金已投

入 

募集资金合

同内应付未

付金额 

募集资金估

计尚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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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

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54,338.64 13,500.00  4,333.17 1,542.78 7,624.05  

其中：土建工程 33,707.24 8,800.00  3,016.20 845.47 4,938.33  

机器设备 10,734.70 1,900.00  679.64  20.75  1,199.61 

铺底流动资金 9,896.70 2,800.00  637.33 676.56 1,486.11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拟投入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

目的募集资金为 51,722.08 万元，公司累计已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4,333.17 万元，

募集资金合同内应付未付金额 1,542.78 万元，项目后续建设仍需使用募集资金

7,624.05 万元，预计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8,222.08 万元。 

3、募投项目缩减投资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1）项目面临的市场环境不断变化，募投项目市场需求不及预期 

2015 年初新环保法实施，环保标准大幅提高，受国家政策和全球环保压力

影响，公司预计“泥浆不落地”、“压裂返排液处理”等油气田环保装备市场空间

巨大，市场需求将爆发式增长。届时尚无较大规模的相关企业进入油气田环保市

场，公司可以凭借在油田设备和服务领域特种车辆制造资质、丰富的技术和人员

储备优势，募资资金投资生产可车载移动、可撬装“泥浆不落地”和“压裂返排

液处理”设备并提供相关环保服务，抢占市场先机，为公司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2014 年下半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国际油价长时间持续低迷，石油行业持

续不景气超出市场预期，石油公司大幅减少上游资本性支出，新钻井数量减少，

石油公司环保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油气田环保市场需求不足，低于预期。同

时，在油气田环保行业起步阶段，由于缺乏相关行业标准，市场业务模式和定价

体系较为混乱。尤其在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泥浆不落地” 设备制造和服务领

域，随着其他竞争者的不断涌入，“泥浆不落地”服务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导致

相关的“泥浆不落地”处理设备价格也较低，同时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在上述期

间大幅上涨，制造成本不断提高，使得“泥浆不落地”业务经济效益较差。在“压

裂返排液处理”业务方面，技术门槛较高，公司在相关设备制造和技术研发方面

具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但是，面对复杂的压裂返排液体系的不断变化，处理技术

和相应的处理设备需要不断提升和改进，公司也在不断探索更适合市场的业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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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导致压裂返排液处理业务发展较为缓慢，2017 年下半年以来油气行业逐步

复苏，但是油气田环保市场发展目前仍较为缓慢，低于预期。 

（2）调整油气田环保设备业务发展模式，缩减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降低运

营成本 

经过公司对目前“泥浆不落地”和“压裂返排液处理”业务的市场前景、发

展模式、投资风险和回报进行重估和梳理，由于市场需求低于预期，项目建设成

本不断攀升，部分客观原因导致业务开拓较为缓慢，为了业务的长远发展，提高

募投项目的盈利能力，公司需要部分调整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生产模式和投资结构，增加油气田环保业务的技术研发的软件投入，减少研发基

地和直接生产相关的办公大楼、生产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等硬件投资，并

相应减少铺底流动资金。经过公司实践证明，公司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可

以通过部分租赁生产场地、委托加工制造和部分生产外协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并

且可以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3）公司需要储备资金应对“融资难”、贸易环境不稳定等经营风险 

在企业融资环境趋紧、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企业面临“融资难”、

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国际市场需求不稳定等经营风险。公司 2017 年实施了重大

资产购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战略性的同行业资源整合，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全

部使用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现金支付，并购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提高。

为了保障公司长远发展，降低经营风险，公司需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储备流动资

金，改善财务结构，应对“融资难”、贸易环境不稳定等因素带来的经营风险。 

（4）抓住油气行业复苏的机会，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快速提升公司盈

利水平 

2017 年下半年以来，油气行业持续复苏，景气度不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较强的压裂泵液力端和油气增产工程专用仪器和工具对营运资金需求增长较快，

尤其是压裂泵液力端业务订单增长迅速，2018 年上半年累计取得订单金额 2.5

亿元，订单金额已经超过去年压裂泵液力端业务全年收入，相关业务后续发展需

要充足的流动资金保障。因此，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优

化资金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快速提升公司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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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及承诺 

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后，将产生 38,222.08

万元节余的募集资金。鉴于公司尚无确定的投资项目和资金用途，为提高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运营成本，保障股东权益，在确保不影响

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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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投资规模缩减而节

余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合计 39,697.57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不存在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情形。公司承诺：本次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到位后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除外）。 

五、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缩减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拟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在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变化、重估募投项

目投资风险和回报、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公司面临的融资环境，根据公司总

体战略定位等基础上做出的审慎选择。本次缩减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在保证具有

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压裂返排液处理”相关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减

少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降低项目运营成本和投资风险，同时会减少预期油气田环

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带来的营业收入。公司盈利能力较强的压裂泵液力

端业务和油气增产工程专用仪器和工具制造业务对营运资金需求增长较快，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优化资金配置，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

流动资金缺口，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六、审批程序及相关机构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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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缩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缩减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缩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此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优化资

金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审阅相关议案和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一致认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缩减油气田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的投资规模，有利于控制和降低投资风险，缩减后的项目投资规模更符合相关业

务的发展现状，有利于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和公司油气田环保业务的长远发展。公

司将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优势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缩减油气田环

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金证券认为：《关于缩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审议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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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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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本保荐机构对海默科技缩减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缩减部分募

投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