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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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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徐工机械”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对徐工机械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事项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825,940,775 股，发行价格 3.0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543,897,595.03 元，

扣除发行费用 53,435,746.1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490,461,848.90 元。上述

资金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全部到位，已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苏亚验[2018]20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使用上述募集资金。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 60,221.00 42,236.00 

2 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制造项目 123,460.00 95,870.00 

3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120,532.00 13,669.18 

4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64,040.00 43,006.00 

5 大型桩工机械产业化升级技改工程项目 48,280.00 17,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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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工机械工业互联网化提升项目 43,383.00 37,015.00 

合计 459,916.00 249,046.18 

二、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2018 年 9 月 21 日，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出具了《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的鉴证报告》（苏亚鉴 [2018]30 号），

截至 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已用自筹资金人民币 7,370.05 万元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 

本次将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370.05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金额（注） 

本次拟置

换金额 

1 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制造项目 123,460.00 95,870.00 436.59 436.59 

2 
大型桩工机械产业化升级技改

工程项目 
48,280.00 17,250.00 6,933.46 6,933.46 

合计 171,740.00 113,120.00 7,370.05 7,370.05 

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金额不包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董事会决议日（2016年12

月12日）之前投入金额。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在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对募集资金置换先行投入做出了如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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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与公司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一）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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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1、变更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智能化压缩站项目的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调减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智能化压缩站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实施地点由徐州市铜山区变更为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方式

由项目实施主体购置土地使用权并新建厂房变更为租赁徐工机械现有厂房并进

行改造。因此相应调减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调减的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14,221.00 万元、12,731.00 万元用于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资项目； 

2、取消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该项目原计划投入的 13,669.18 万元募集

资金用于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资项目。 

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共计

40,621.18 万元，全部用于投资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资项目，占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为 15.97%。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资项目已经取得徐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服务中心）《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徐开经

发备[2018]214 号）、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对徐州徐工液压件

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台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徐开环表复[2018]74 号）。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截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已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实施地点及实

施方式 

拟变更前募投项目 

1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

工装备制造项目 

徐州徐工铁路

装备有限公司 
60,221.00 42,236.00 0.00 

徐州市铜山

区，新建厂房 

2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徐州徐工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64,040.00 43,006.00 0.00 

徐州市铜山

区，新建厂房 

3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

造项目 
公司 120,532.00 13,669.18 0.00 

徐州市铜山

区，新建厂房 

合计 244,793.00 98,911.18 0.00  

拟变更后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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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

工装备制造项目 

徐州徐工铁路

装备有限公司 
42,481.00 28,015.00 0.00 

徐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租

用徐工机械现

有厂房并进行

改造 

2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徐州徐工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51,474.00 30,275.00 0.00 

徐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租

用徐工机械现

有厂房并进行

改造 

3 

高端液压阀智能制

造及产业化投资项

目 

徐州徐工液压

件有限公司 
50,000.00 40,621.18 0.00 

徐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徐

工液压件现有

厂房改造 

合计 143,955.00 98,911.18 0.00  

（二）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及原因 

1、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 

（1）募投项目原计划及实际投资情况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 60,221.00 万元，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为 42,236.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徐工铁路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铁装”），实施地点为徐州市铜山区新区办事处榆

庄村同创路西、五环路北，实施方式为购置土地使用权并新建厂房。项目原投资

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12,154.00 

42,236.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6,828.0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含土地费） 3,272.00 

4 铺底流动资金 17,967.00 - 

合计 60,221.00 42,236.00 

项目已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取得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关于徐

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备案的通知》（徐高

审[2017]0100012 号）、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取得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关于

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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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原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2 年，生产期由第 3 年开始。项目

设计产能为各类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共计 400 台/年，预计达到第 3 年 50%、

第 4 年 70%、第 5 年 100%的设计产能。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为

119,905.85 万元、年净利润为 19,867.16 万元；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21.25%、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03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截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尚未开工建设，

未使用募集资金，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42,236.00 万元。 

（2）募投项目拟变更情况及原因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原计划在徐州市铜山区购置土地使用权

并新建厂房进行实施。根据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办公环境、

建设成本等多方面因素，拟变更实施地点为徐工机械在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04 国道北延段东侧的现有土地及厂房，由徐工铁装向徐工机械租用厂房并进行

适当改造。 

通过本次变更项目实施地点，能够节约土地及厂房建设成本，因此智能化地

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的项目投资总额及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相应调减，调整

后的项目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526.00 

28,015.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6,828.0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61.00 

4 铺底流动资金 14,466.00 - 

合计 42,481.00 28,015.00 

（3）变更后项目的建设期、预计投资计划及经济效益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2 年，其中预计第 1 年投入资金

16,809.00 万元、第 2 年投入资金 11,206.00 万元。生产期由第 3 年开始，项目设

计产能为各类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共计 400 台/年，预计达到第 3 年 50%、

第 4 年 70%、第 5 年 100%的设计产能；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为

93,856.85 万元、年净利润为 14,178.43 万元；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21.00%、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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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投资回收期为 7.16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4）变更后项目的用地及审批情况 

项目用地为公司在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04 国道北延段东侧的现有土地，

对公司现有厂房进行改造，拟使用厂房建筑面积为 27,180 平方米。 

项目已经取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服务中心）《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徐开经发备[2018]222 号）、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对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400 台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徐开环表复[2018]81 号）。 

（5）变更后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徐工铁装增资 8,404.50万元、提供借款19,610.50万元，

共计 28,015.00 万元。 

（6）本次变更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本次拟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是公司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节约土地

及建设成本，项目已完成备案、环评等必要审批程序，相关准备工作较为充分，

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2、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1）募投项目原计划及实际投资情况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 64,04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43,006.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徐工环境”），实施地点为徐州市铜山区新区办事处榆庄村同创路西、五

环路北，实施方式为购置土地使用权并新建厂房。项目原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10,539.00 

43,006.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9,122.0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含土地费） 3,385.00 

4 铺底流动资金 20,99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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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4,040.00 43,006.00 

项目已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取得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关于徐

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智能化压缩站项目备案的通知》（徐高审[2017]0100010

号）、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取得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徐州徐工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智能化压缩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根据项目原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2 年，生产期由第 2 年开始。项目

设计产能为各类智能化压缩站共计 2190 台/年，预计达到第 2 年 25%、第 3 年

50%、第 4 年 80%、第 5 年 100%的设计产能。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

为 147,800.00 万元、年净利润为 17,068.49 万元；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7.38%、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64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截至 2018年 9月 21日，智能化压缩站项目尚未开工建设，未使用募集资金，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43,006.00 万元。 

（2）募投项目拟变更情况及原因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原计划在徐州市铜山区购置土地使用权并新建厂房进行

实施。根据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办公环境、建设成本等多

方面因素，拟变更实施地点为徐工机械在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04 国道北延段

东侧的现有土地及厂房，由徐工环境向徐工机械租用厂房并进行适当改造。 

通过本次变更项目实施地点，能够节约土地及厂房建设成本，因此智能化压

缩站项目的项目投资总额及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相应调减，调整后的项目投资计

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307.00 

30,275.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9,183.0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85.00 

4 铺底流动资金 21,199.00 - 

合计 51,474.00 30,275.00 

（3）变更后项目的建设期、预计投资计划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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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2 年，其中预计第 1 年投入资金

18,165.00 万元、第 2 年投入资金 12,110.00 万元。生产期由第 3 年开始。项目设

计产能为各类智能化压缩站共计 2190 台/年，预计达到第 3 年 50%、第 4 年 80%、

第 5 年 100%的设计产能。经测算，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为 147,800.00

万元、年净利润为 17,342.84 万元；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9.88%、税后投资回

收期为 7.44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4）变更后项目的用地及审批情况 

项目用地为公司在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04 国道北延段东侧的现有土地，

对公司现有厂房进行改造，拟使用厂房建筑面积为 30,288 平方米。 

项目已经取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服务中心）《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徐开经发备[2018]223 号）、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对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2190 台智能化压缩站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徐开环表复[2018]82 号）。 

（5）变更后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徐工环境增资 9,082.50万元、提供借款21,192.50万元，

共计 30,275.00 万元。 

（6）本次变更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本次拟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是公司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节约土地

及建设成本，项目已完成备案、环评等必要审批程序，相关准备工作较为充分，

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3、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实际投资情况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实施主体为徐工机械，项目主要产品为中大吨位内

燃叉车、中小吨位电动叉车、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和叉车属具。项目原计划投

资总额 120,532.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3,669.18 万元，项目投资计划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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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23,340.00 

13,669.18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51,240.0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含土地费） 5,772.00 

4 铺底流动资金 40,180.00 - 

合计 120,532.00 13,669.18 

项目已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取得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关于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公司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备案的通知》（徐高审

[2017]0100011 号）、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取得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徐州市

铜山区环保局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2 年，生产期由第 3 年开始。项目设

计产能为中大吨位内燃叉车、中小吨位电动叉车、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共计

30,000 台/年和叉车属具 25,000 件/年，预计达到第 3 年 40%、第 4 年 55%、第 5

年 70%、第 6 年 85%、第 7 年 100%的设计产能。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

入为 289,900.00 万元、年净利润为 25,882.00 万元；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3.82%、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9.84 年（含建设期）。 

截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尚未开工建设，未使用募

集资金，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13,669.18 万元。 

（2）募投项目拟变更原因 

①聚焦工程机械主业发展，集中资源实现核心突破 

公司聚焦工程机械主业发展，专注于产品和核心零部件的高端突破。液压元

件属于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关系到公司工程机械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市场竞争

力。公司目前工程机械产品的高端液压元件主要依赖进口。为推动工程机械业务

板块进一步发展，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核心零部件重点突破，公司决定取消智能化

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大，自筹资金占比高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总投入 120,532.00 万元，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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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9.18 万元，自筹资金 106,862.82 万元，自筹资金占比 88.66%，财务上不匹

配。募投项目总体投资规模较大，在当前信用政策收紧、融资成本较高的环境下，

公司综合考虑自身资金安排和资金使用效率，决定取消该项目。 

（三）新募投项目（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计划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50,000.0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为 40,621.18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液压

件”）。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高端液压阀 3 万台的产能。项目实施后将全面提升公

司液压元件的研发制造水平，提高液压阀的研发能力，实现液压阀的产业化生产。

项目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2142.72 

40,621.18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38,500.0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51.88 

4 铺底流动资金 8,505.40 - 

合计 50,000.00 40,621.18 

2、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1）液压元件等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制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 

液压元件主要包括液压油缸、液压阀、液压软硬管、液压系统等，是组成工

程机械主机和成套设备并使其具备各种功能的关键零部件之一，直接决定着工程

机械主机的性能、水平和质量。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液压元件等关键零部件依赖

进口，特别是应用在中、大吨位工程机械产品的高端领域，工程机械主机中关键

零部件进口成本占制造成本的比例较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

瓶颈因素。 

（2）产业政策支持液压元件等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国产化 

近年来，国家及相关部门发布了相关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支持液压元件等工

程机械关键零部件发展。《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到 2020 年，40%的核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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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受制于人的局面逐步缓解，航天装备、

通信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家用电器等产业急需

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先进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应用。”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液压销售

额年均增长不低于 6%，到 2020 年达到 669 亿元，60%以上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

实现自主保障。 

（3）公司通过实施本项目实现高端液压阀的自主化生产 

公司的主要中大吨位工程机械产品的高端液压阀主要依赖进口，成本高、订

货周期较长且不可控。通过实施本项目后，公司将全面提高液压阀的研发制造水

平、实现液压阀的自主产业化，进而能够保障液压阀的自主供应、降低工程机械

产品整体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工程机械主业产品的国际化市场竞争力。 

3、项目可行性 

（1）徐工液压件在液压元件领域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化经验 

项目实施主体徐工液压件成立于 1994 年，是公司专门研发、生产及销售液

压元件的全资子公司，在液压元件领域已有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生产经验。徐工液

压件生产的液压元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建筑机械、隧道机械、环卫机

械等多个领域。 

截至目前，徐工液压件已有拥有液压缸、液压阀等主导产品相关授权专利

140 余件，其中发明专利 26 件，通过徐州市新产品科技成果鉴定 47 项，通过江

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50 余项，6 种产品被认定为“徐州市高新技术产品”，列

入国家重点新产品 1 项，先后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40 余项。 

（2）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向好带动液压阀等关键零部件市场需求 

2017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整体复苏并持续向好，主要工程机械产品如起重

机械、挖掘机械、桩工机械等产品的产销量均大幅上升，带动对液压阀等关键零

部件的需求上升。 

4、项目建设期、预计投资计划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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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18 个月，其中预计第 1 至 12 月投入

资金 16,705.62 万元、第 13 至 18 月投入资金 23,915.56 万元。生产期由第 19 个

月开始，项目设计产能为高端液压阀 3 万台/年，预计达到第 2 年 30%、第 3 年

80%、第 4 年 100%的设计产能。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为 38,068.97 万

元、年净利润为 6,156.75 万元；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7.20%、税后投资回收

期为 7.05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风险情况 

（1）工程机械行业周期性风险 

本项目产品液压阀属于工程机械产品配套关键零部件，其需求量与工程机械

行业市场情况高度相关。虽然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整体向好、主要产品产销量较高，

对液压阀有持续较高的需求，但不排除项目投产后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下降、对

液压阀的需求量降低，进而导致项目新增产能无法充分消化，影响项目投资收益。 

（2）产品质量风险 

高端液压阀属于徐工液压件新增产品种类，在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否保证产品

质量是本项目面临的另一重要风险。对此，徐工液压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

术及生产经验，并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制度，通过规范化生产和质

量监督，尽量将产品质量风险控制在最小程度。 

（3）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项目产品主要原材料为铸铁、钢材，价格具有较高的波动性。2015-2016 年，

由于国内钢铁产能过剩，铸铁、钢材价格处于较低水平；2017 年以来，随着供

给侧改革去落后产能、对环境保护要求持续提升，铸铁、钢材价格呈现上涨趋势。

未来不排除铸铁、钢材价格继续上涨，导致项目产品成本上升，影响项目投资收

益。 

6、项目用地及审批情况 

项目用地为徐工液压件在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山路 15 号厂区内的现有

土地，对徐工液压件现有厂房进行改造，拟使用厂房建筑面积为 13,82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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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经取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服务中心）《江苏省投

资项目备案证》（徐开经发备[2018]214 号）、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对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台高端液压阀智能制造及产业化投

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徐开环表复[2018]74 号）。 

7、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徐工液压件增资 12,186.35 万元、提供借款 28,434.83

万元，共计 40,621.18 万元。 

8、项目投产后预计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项目产品的客户包括公司关联方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

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制之企业）。因此在项目投产后，预计公司将

与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由于上述关联交易将根据未来项目

实际运营情况而定，目前尚无法确定上述关联交易发生的具体时间、涉及产品数

量及具体金额。如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以确保价格公允，并及时披露。届时，保荐机构将督

导公司及时通报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并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进

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四、相关决策程序和意见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决策

程序和意见 

1、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

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70.05 万元。 

2、监事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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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未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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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

意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70.05 万元。 

3、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事项发表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已由江苏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情况的鉴证报告》（苏亚鉴 [2018]30

号）。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未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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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370.05 万元。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和意见 

1、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监事会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

公司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公司对拟变更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充分论证，

拟变更的募投项目发展方向仍然围绕公司主业开展，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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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发表意见：公司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综

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公司对拟变更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充

分论证，拟变更的募投项目发展方向仍然围绕公司主业开展，充分利用公司现有

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会计师出具

的鉴证报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备案、环评等资料。经核

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业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未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违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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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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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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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该变更事项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事项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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