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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18-67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1.00 万吨普通药芯焊丝项目、

0.5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生产线项目、新增 5 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项

目、2.5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生产线项目和 5,000吨有色金属焊

丝生产线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截至 2018 年 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完成建设，达到可使用状态，共需使用募集资金 77,889.01 

万元（含募集资金收益 4,140.07 万元，以及已签署合同但还未支出

的金额），节余募集资金 1,082.47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10%，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西洋”）

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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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1.00 万吨普通药芯焊丝项目、0.5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生产线项

目、新增 5 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项目、2.5 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

生产线项目和 5,000 吨有色金属焊丝生产线项目（以下统称“募投项

目”）结项。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将募投项目结项后截至 2018 年

9月 30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1,082.47万元以及 2018年 9月 30日后至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之日产生的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使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2009 年可转债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848号）

核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265,000,000.00 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平价发行，债券面值每张人民币 100元。

截至 2009 年 9 月 10 日止，本公司应收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265,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11,950,000.00

元，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3,050,000.00元(大写：贰

亿伍仟叁佰零伍万元整)。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四川华信（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川华信验（2009）29 号《验资

报告》审验，募集资金净额分别存储于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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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自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募集资金用于新增 4.00 万吨药芯焊丝技术改造

项目(其中：普通药芯焊丝 3.65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 0.35 万吨)。公

司于 2013年 4月 1日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结构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将原投资项目产品结构普通药芯焊丝 3.65万吨，特种

药芯焊丝 0.35 万吨调整为普通药芯焊丝 1.0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

0.50 万吨，同时将原“4.00 万吨药芯焊丝项目”计划利用募集资金

投资 25,191.40万元调整为计划利用募集资金投资 19,078.18万元，

其中 1.00万吨普通药芯焊丝项目已经完成建设，投资金额 10,127.75

万元。公司拟继续投资 8,950.43万元建设 0.5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生

产线，将剩余募集资金 6,749.11万元(含利息收入 697.60万元)全部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28日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规模、产品结构和

实施进度以及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调

整 0.5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生产线项目的投资计划，将原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8,950.43万元，调整为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5,897.00 万

元，比原计划投资金额减少 3,053.43 万元。 

（二）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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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59号）核准，

公司于 2014年 3月 6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99,615,633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6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659,455,494.74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7,369,895.13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2,085,599.61 元。其中：土地使用权净额

155,893,100.00 元，货币资金净额 486,192,499.61 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川华信（2014）16 号”《验资报告》审验。货币资金净额已分别

存储于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自贡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盐都支行和交通银

行自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募集资金的货币资金净额用

于投资新建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1 新增 5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项目 17,358.30 17,358.30 

2 2.5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生产线项目 15,902.05 15,902.05 

3 5,000吨有色金属焊丝生产线项目 15,358.90 15,358.90 

合计 48,619.25 48,619.25 

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28日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规模、产品结构和

实施进度以及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对建设规模、产品结构、实

施进度以及投资计划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新增 5 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项目：将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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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8.30万元，调整为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24,426.00万元(含

募集资金收益 1,851.32 万元)，比原计划投资金额增加 7,067.70 万

元。同时调整项目的建设规模由年产 5万吨实心焊丝调整为年产 4万

吨实心焊丝。 

（2）2.5 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生产线项目：将原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15,902.05 万元，调整为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21,431.00 万元，比原计划投资金额增加 5,528.95 万元。 

（3）5,000 吨有色金属焊丝生产线项目：将原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 15,358.90 万元，调整为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7,667.00 万元，

比原计划投资金额减少 7,691.90 万元。同时调整项目的建设规模、

产品结构和实施进度，将原产品结构铝及铝合金焊丝 3,000 吨、铜及

铜合金焊丝 2,000吨，调整为铝及铝合金焊丝 1,500吨、铝及铝合金

杆 8,500吨，终止铜及铜合金焊丝生产线的建设；延长项目建设完成

时间至 2018 年 6 月底。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达到可

使用状态，共需使用募集资金 77,889.01 万元（含募集资金收益

4,140.07 万元，以及已签署合同但还未支出的金额），节余募集资金

1,082.47 万元。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以会计师最终审计数据为准。 

公司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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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增加的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00万吨普通药芯焊丝项目已于 2010年

3 月建成，其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0.5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生产线项

目、新增 5 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项目、2.5 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

生产线项目和 5,000 吨有色金属焊丝生产线项目于 2013 年陆续在公

司“焊接产业园”开始建设。 

项目名称 
调整后 

投资额 

实际需使用

募集资金 

调整后投资

额与实际需

使用募集资

金差额 

利息及理

财收益余

额（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 

募集资金

节余（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 

项目

进展 

2009年可

转债募集

资金投资

项目 

1.00 万吨普

通药芯焊丝

项目 

10,127.75 10,213.77 -86.02 

1,569.59 1,384.17 

结项 

0.50 万吨特

种药芯焊丝

生产线项目 

5,897.00 5,996.40 -99.40 结项 

永久性补充

公司流动资

金 

6,749.11 

(含利息收

入 697.60) 

6,749.11 

(含利息收

入 697.60) 

0 - 

小计 22,773.86 22,959.28 -185.42  

2014年非

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

项目 

新增 5 万吨

实心焊丝生

产线项目 

24,426.00

（含利息收入

1,851.32） 

25,146.81 -720.81 

1,104.03 -301.70 

结项 

2.5万吨核电

及军工焊接

材料生产线

项目 

21,431.00 22,096.23 -665.23 结项 

5,000吨有色

金属焊丝生

产线项目 

7,667.00 7,686.69 -19.69 结项 

小计 53,524.00 54,929.73 -1,405.73 - 

合计 76,297.86 77,889.01 -1,591.15 2,673.62 1,0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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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规模、产品结构和

实施进度以及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 0.50 万吨特种药芯焊丝生产线项目、新增 5 万吨实心焊丝生产线

项目、2.5 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生产线项目和 5,000吨有色金属

焊丝生产线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规

模、产品结构、实施进度以及投资计划进行相应的调整。当时调整上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时，公司“焊接产业园”各项目正处于

土建工程收尾、设备调试安装、试生产阶段，计划投资额的测算是以

已签订的合同和正在谈判、准备签订的合同金额为依据。 

为更好地满足“焊接产业园”项目自动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实现

“焊接产业园”初级的智能制造和加快项目试生产进程，尽快投产，

公司针对“焊接产业园”各项目设备调试、试生产阶段所反馈的问题，

在原有签订的土建施工合同工程量基础上，增加了工程量，包括对“焊

接产业园”综合控制中心的改造、增加道路管网、变更物料堆场设计

方案、新建地磅房等工程，相应增加了“焊接产业园”公辅工程的土

建投入 1,971 万元，故各项目需相应分摊公辅工程投入。同时，根据

2.5 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材料生产线项目在设备调试安装、试生产期

间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核电军工项目新增设了设备平台，投入资金

220.5 万元购置“核电军工 AGV 系统”转运设备，解决核电军工半成

品到成品生产线之间的物流转运问题，导致 2.5万吨核电及军工焊接

材料生产线项目投入增加。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及使用安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募集资金产生节余的原因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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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以及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 

为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将募投项目结项后，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1,082.47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一）节余募集资金 1,082.47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转入公

司自有资金专户； 

（二）募投项目尚未支付的款项继续通过募集资金专户支付； 

（三）2018年 9 月 30 日后至募集资金专户销户之日产生的利息

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 

（四）在节余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及尚未支付的款项全部支付

后，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管理中

心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发挥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是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

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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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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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的规定。 

3、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其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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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的规定。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1）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各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毕，均已满足结项要求，节余募集资金1,082.47

万元；（2）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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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3）本次节余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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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有关文件规定；（4）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该事项未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已审议通过上述事项，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

规定，公司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10%，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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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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