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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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南

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兵红箭”、“上市公司”或“公司”）

2013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和2016年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对上市公司2013年向9家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以及

2016年向8家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对中兵红箭《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3年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3年，上市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3］1012号）文件核准，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9家特定

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6,715,90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9.68元。该次发行募

集资金共计1,323,409,999.12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53,421,987.73元，实际

募集资金1,269,988,011.39元。 

截至2013年11月28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671.5909万股后实收资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3］000339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后即全部进入上市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存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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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市公司该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其全资下属公

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钻石”）和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碳素”），经上市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

公司以该次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对中南钻石增资1,269,988,011元人民币；经上

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南钻石对江西碳素增资30,000,000

元人民币。前述增资完成后该等募集资金已进入上市公司以中南钻石、江西碳素

名义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存放和管理。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对2013年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985,628,806.50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

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280,847,672.87元；于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684,247,840.45元；2018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0,533,293.18元。截至2018年12

月31日，除去进行现金管理的250,000,000.00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人民币53,821,016.89元，其中本金34,359,204.89元，扣减手续费等后

的利息净额19,461,812元。 

2、2016年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上市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

份有限公司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3078号）文件核准，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八家特

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8,804,014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2.13元。该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47,592,689.82元，扣除发行费用56,281,347.49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1,991,311,342.33元。扣除向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特种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江机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等交易对方支付的本次并购交

易中的15%现金对价共计361,869,233.75元，剩余1,629,442,108.58元为本次募

集资金项目拟使用金额。 

截至2016年12月29日，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A股）

168,804,014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1241号）。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后即全部进入上市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存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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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专户仅用于能化弹药生产能力建设项目、智

能化弹药研发条件建设项目、机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系列化产品生产能力扩

充建设项目、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特品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研发生产条件建设项目和飞机零部件及高端防爆器

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208,830,828.86

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8,077,429.31元；于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8,371,290.09元；本年度使

用募集资金162,382,109.46元。除去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615,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及用于现金管理的 130,000,000.00元外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91,505,621.66元，其中本金675,611,279.72元，扣减手续费等后的利息净额

15,894,341.94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余额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上市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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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江南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1、2013年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余额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上市公司经营需要，中兵红箭对2013年

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以保证专款专用；就该部分募资资金，上市公司与中信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市公司连同中南钻石、

中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召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人

民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高新路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市公司连同江西碳素、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南阳人民

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授权财务顾问主办

人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上市公司单次从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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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

取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20%的，上市公司应当通知独立财务顾问。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前述提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公司2013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阳分行 

263724209889 
1,269,988,011.3

9 
483,658.08 活期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召分行 

252024540558 
1,270,272,004.8

6 
25,683,924.04 活期/定期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人

民路支行 

410015313100591
00519 

400,820,000.00 15,433.90 活期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阳高

新路支行 

410015223280502
02234 

142,708,011.39 25,599,651.66 活期/定期 

中信银行南

阳人民路支

行 

739721018220000
5879 

30,000,000.00 2,038,349.21 活期 

合计   53,821,016.89  

2、2016年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余额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上市公司经营需要，中兵红箭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上

市公司与中信证券、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上市公司连同红宇专汽、中信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市公司连同北方向东、中信证券与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

市公司连同北方红阳、中信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人民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市公司连同北方滨海、中信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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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上市公司连同北方红宇、中信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7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吉

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机特种”）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由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营业部变更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江北支行

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2017年7月12日，上市公

司连同江机特种、中信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江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驻吉化公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 

协议授权财务顾问主办人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

户资料；上市公司单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

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上市公司应当通知独立财务顾问。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前述提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8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存储和使用情况列示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南

阳分行 
110922792610102 225,704,115.98 36,498,712.92 活期 

建设银行南

阳人民路支

行 

4105017565080951

0388 
65,729,678.31 42,632,851.35 活期 

光大银行南

阳分行 
5207018000057857 171,380,470.08 36,055,348.87 活期+定期 

工行驻吉化

公司支行 

0802211829200236

909 
239,720,003.27 115,011,570.37 活期 

建行江北支

行 

2205016164380000

0212 
301,583,229.92 211,811,236.74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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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南

阳分行营业

部 

4128999910100030

73029 
31,414,919.78 10,638,625.06 活期 

中国银行南

阳分行 
253351477878 95,308,033.56 42,370,963.34 活期 

工行淄博博

山支行 

1603021329200015

302 
317,845,042.31 103,517,868.79 活期 

建行淄博博

山支行 

3705016364410000
0242 

180,756,615.37 92,968,444.22 活期 

合计  
1,629,442,108.5

8 
691,505,621.66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1、2013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2018年度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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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69,988,011.3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533,293.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85,628,806.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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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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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

线建设项目 

 418,890,000.00 418,890,000.00 1,316,044.62 381,217,825.58 91.01% 2016

年 6 月 

29,941,777.41 否 否 

2、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

生产线建设项目 

 400,820,000.00 400,820,000.00 0.00 400,820,000.00 100.00% 2016

年 6 月 

69,758,353.43 否 否 

3、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

产 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

压）生产线项目 

 146,300,000.00 146,300,000.00 824,988.00 35,082,219.73 23.98% 2019

年 1 月 

  否 

4、精密加工用高品级聚晶立

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

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

系列刀具材料产业化项目 

 161,270,000.00 161,270,000.00 12,557,539.28 149,941,176.04 92.98% 2019

年 8 月 

  否 

5、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142,708,011.39 142,708,011.39 5,834,721.28 18,567,585.15 13.01% 2018

年 10

月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269,988,011.39 1,269,988,011.39 20,533,293.18 985,628,806.50   99,700,130.84   

超募资金投向  

1、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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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269,988,011.39 1,269,988,011.39 20,533,293.18 985,628,806.50   99,700,130.8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上述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是项目具备达纲生产能力但实际未达纲生

产。中南钻石根据用户需求结构变化等情况，结合自身产品结构规划目标和自身技术水平，利用项目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特点，暂将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

和高韧性工业钻石生产线产能按照生产普通人造金刚石产品需求统一调配，将全部用于生产人造金刚石产品。 

具体项目实施进度详见本报告“七、募投项目进展情况说明”之“（一）2013 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调整“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建设内容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江

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对“年产 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在满足当前中南钻石有限公司和江西申田高纯石墨生产能力和内

外部有效需求的前提下，终止继续投入。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13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先

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73,702,525.07 元。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根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2014 年 1 月公司完

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 

2014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 6000 吨特种石墨（等

静压）生产线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中南钻石 100%股权所募集的配套资金置换“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 6000 吨特种石墨（等

静压）生产线项目”的先期投入资金 7,145,147.80 元。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2014 年 5 月公司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中南钻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2018 年 7 月 4 日，中南钻石

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将已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7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该项目已完成全部预计建设内容，并通过了现场竣工验收及环保、消防、安全设施、职业卫生、

建安工程质量、工程档案等专项验收。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381,217,825.58 元，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为 37,672,174.42 元，该项目出现募集资金

余额的原因主要是公司通过有效的谈判、精细化管理措施节约了部分资金投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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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2、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2018年度使用情况 

2016年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29,442,108.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2,382,109.
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8,830,828.
8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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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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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智能化弹药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  

 225,704,115.98 225,704,115.98 1,946,928.40 10,166,196.30 4.50%  2020

年 5 月 

  否 

2、智能化弹药研发条件建设项

目  

 65,729,678.31 65,729,678.31 3,765,945.20 3,929,759.00 5.98%  2020

年 5 月 

  否 

3、机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31,414,919.78 31,414,919.78 20,874,022.22 20,874,022.22 66.45%  2019

年 5 月 

  否 

4、系列化产品生产能力扩充建

设项目  

 171,380,470.08 171,380,470.08 7,900,500.00 9,582,228.50 5.59%  2020

年 5 月 

  否 

5、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

目  

 95,308,033.56 95,308,033.56 53,600.00 8,131,029.31 8.53%  20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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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6、特品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  

 317,845,042.31 317,845,042.31 49,232,187.44 66,351,035.47 20.88%  2021

年 5 月 

  否 

7、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180,756,615.37 180,756,615.37 30,387,317.70 39,194,092.56 21.68%  2020

年 5 月 

  否 

8、研发生产条件建设项目   301,583,229.92 301,583,229.92 23,447,321.50 24,227,690.50 8.03%  2021

年 5 月 

  否 

9、飞机零部件及高端防爆器材

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239,720,003.27 239,720,003.27 24,774,287.00 26,374,775.00 11.00%  2021

年 5 月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629,442,108.58 1,629,442,108.58 162,382,109.46  208,830,828.86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629,442,108.58 1,629,442,108.58 162,382,109.46  208,830,828.8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郑州专汽智能

化增资扩产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置换金额的议案》。公司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根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2913 号鉴证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红宇专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807.7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完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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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以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江机特种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南阳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方向东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1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7 月 5 日，因资金状况明显好转，北方向东撤销并终止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全红宇专汽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

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方滨海使用总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北方红阳机电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方红阳使用总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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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

况 

2013年12月6日，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

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中南钻石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南阳

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73,702,525.07元。上市公司

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均发表了

认可意见。根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2014年1月上市公司完成上述

募集资金置换。 

2014年5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6000吨特

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先碳素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江西碳素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年产6000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的自筹资金人

民币7,145,147.80元。上市公司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独

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014年5月上市公司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 

2017年4月2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

产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并于2017年6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的议案》。上市公司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

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 

002913号鉴证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红宇专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807.7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完

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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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外，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未发生其他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三、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中兵红箭两次重组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均未发生超募资金的情形。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7年4月2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中南钻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年4月3日，中南

钻石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9亿元募集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2017年7月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红宇专汽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7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年7月2日，红

宇专汽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8月24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北方红宇、江机特种、北方红阳、北方滨海使用总额

合计不超过5.4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均不超过12

个月。截至2018年4月13日，江机特种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4亿元募

集资金已归还至江机特种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2018年8月6日，北方红阳和

北方滨海已分别将2亿元和1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书面通知了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8月20日，北方红宇已将64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4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江机特种和北方向东，分别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

亿元和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审议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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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年7月4日，中南钻石已将上述资

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8年6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撤销并终止全资子公司南阳北

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8年7月16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全资子红宇专汽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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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0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北方红阳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北方滨海使用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五、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8年7月16日，上市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拟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 

2018年7月16日，上市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南阳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拟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向东拟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上市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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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投项目进展情况说明 

（一）2013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1、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和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生产线

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和南阳高韧性

工业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均已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具备达纲

生产能力但实际未达纲生产，原因为：近年来，超硬材料市场复杂多变，竞争加

剧，用户需求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颗粒钻石和高韧性钻石未出现预期的大

幅度增长。中南钻石根据市场需求、自身技术水平、产品结构规划目标和人造金

刚石产品的生产供应情况，结合两个项目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特点，将上述两个

项目的产能按照总体生产需求进行统一调配，暂用于生产普通人造金刚石产品，

中南钻石将视未来市场需求情况，逐步加大颗粒钻石产品、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

生产和市场供应比例。 

2019年4月1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以“南阳大颗粒

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和“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该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 

等静压石墨处于石墨产品的高端环节，国内高品级的等静压石墨产品主要

依赖于进口。2013年公司重组完成后，中南钻石为了抢占等静压石墨市场，曾

经先后多次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市场及技术调研和专家论证，并尝试采取股权

收购借力资本市场的方式，由于后来国内相关技术水平以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等静压石墨市场形势也较设计预期出现了巨大变化，国内石墨行业产能持续扩张

甚至膨胀而导致存在产能过剩风险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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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四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针对市场变化，为规避投资风险，决定江西申田放缓对等静压石墨项目的投入进

度，将项目实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5年12月31日调整到2019年1

月31日。在原有石墨生产线上进行了部分投资，对等静压石墨产品和当前普通

高纯石墨产品通用生产线进行建设改造，完成了相关厂房建设和少量设备的安装

工作。  

2018年4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特

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建设内容进行再论证的议案》，同意对该项目建

设内容进行再论证。 

2019年4月19日，基于国内外特种石墨市场竞争和发展环境的现状以及未

来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为规避项目盲目扩大发展带来的投资风险。经论证，上

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调整“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

项目”建设内容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对“年产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在满足当前中南钻石

有限公司和江西申田高纯石墨生产能力和内外部有效需求的前提下，不再进行新

的投入，该募投项目终止继续投入。该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3、精密加工用高品级聚晶立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聚晶金刚石复合

片（PCD）系列刀具材料产业化项目 

从产品市场需求来看，近年来复合片产品市场的增长速度并未达到项目编

制时的发展预期，基于规避市场风险的考虑，中南钻石适当放缓辅助生产部分建

设进度，复合片生产主要分为合成生产环节和辅助加工环节。一方面，项目主要

合成生产设备六面顶合成压机已经陆续投入使用，随着复合片产品推广进程，其

产能将得到逐步释放和发挥；另一方面，中南钻石统筹规划，综合利用复合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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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原有生产基础和项目新增的辅助加工生产能力，在缓建配套辅助生产配套设备

设施情况下，暂时能够满足当前复合片产品辅助加工能力需求，未对前期复合片

产品推广产生影响。中南钻石将随着复合片产品需求增长和公司产能增加，推进

项目后续配套设施建设，确保项目实际建设效果。 

2016年3月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四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将该项目实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5年12月31日调整到2017年8月

31日。  

2018年4月1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精密加

工用高品级聚晶立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系列

刀具材料产业化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决定拟再次适当放缓该项目辅助生产

部分建设进度，将该项目实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为2019年8月31

日。 

2019年4月1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精密

加工用高品级聚晶立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系

列刀具材料产业化项目”和“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决定拟再次适当调整该项目辅助生产部分建设进度，将项目实施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调整为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4,994.12万元。设备方

面主要完成了单轴数控平面磨床、PCD抛光机等设备92台（套）以及100台自制

合成压机的安装；建筑工程方面，已完成南阳西区2栋单身公寓招标工作。 

4、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研发中心项目建设进一步引进高端科技人才、加强对外技

术交流合作，不断促进技术创新，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提升技术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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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中南钻石利用已有生产科研设施，逐步补充

完善超硬材料研发条件，将超硬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线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同步推

进，加快了研发成果转化。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南钻石利用募集资金采购

国内外先进设备及其他仪器，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856.76万元。  

2016年3月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四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将该项目实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5年6月30日调整到2018年10月

31日。  

2018年4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建设内容进行再论证的议案》，同意对该项

目建设内容进行再论证。 

2019年4月1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精密

加工用高品级聚晶立方氮化硼复合片（PCBN）、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系

列刀具材料产业化项目”和“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经论证，上市公司拟再次适当调整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将该

项目实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为2020年12月31日。 

（二）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1、智能化弹药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方红阳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012.36万

元，完成了数控车床、四轴加工中心、自动数控带锯机等设备的购置，部分设备

已到货并完成安装调试。 

2、智能化弹药研发条件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方红阳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348.7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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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了部分仪器设备的采购工作。 

3、机加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方红宇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087.40万

元，完成部分新增工艺设备、仪器等的购置。 

4、系列化产品生产能力扩充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方向东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958.22万

元，完成部分工艺设备的招标、评审工作，部分土建工程已交验。 

5、郑州专汽智能化增资扩产项目 

该项目目前受市场环境制约较为严重。随着专用汽车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

竞争层次的提升，专用汽车行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其中：特种车辆企

业大多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合资的企业，具有专业化程度高、产品性能优良、

规模相对集中的特点，红宇专汽在在军民两用专用汽车领域技术支撑力度仍需不

断提升，需要进一步加大技术储备和人才培养力度，以适应市场和技术发展的需

要。而在某些专用车辆如半挂车领域，具有品种少、批量大、周期短和更新速度

快的特点。在投放市场后，利用率一般比较高，产品使用寿命一般仅3～5年，

会带来持续的市场需求，未来将逐步成为国内运输市场的主力军，有着非常大的

发展空间。该领域也是红宇专汽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但是目前还存在市场环境

未完全成熟、用户接受度不高和区域市场划分明显、新市场开拓困难等制约因素。

未来，红宇专汽需要继续对细分行业的技术研究和人才储备，待时机成熟时能够

迅速占领市场，获得较大收益。  

红宇专汽针对市场变化，基于规避投资风险的考虑，适当放缓了项目建设

进度。截至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813.10万元，完成了包括107

工房、科研办公楼等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设备已到位，处于调试阶段。 

2018年4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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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增资扩产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17

年9月31日调整至2020年12月31日。 

6、特品研发条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方滨海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6635.1万

元，完成了焊接机、表面处理线、电泳喷漆线等工艺设备的购置;实施了涉密网

建设及部门工房视频监控等建设；部分设备已到货并完成安装调试。 

7、汽车底盘结构部件生产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方滨海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3919.41万

元，完成了激光切割机、结构件智能制造生产线、产品自动焊接系统的购置，部

分设备已到货并完成安装调试。 

8、研发生产条件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江机特种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423.33万

元，完成了机床联网与数据采集系统、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信息

安全保密系统、数控纵切机床、数控液压机等共计24台(套)工艺设备及软件的购

置，部分设备已到货并完成安装调试。 

9、飞机零部件及高端防爆器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江机特种已对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637.73万

元，完成了立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铬酸阳极氧化线、磷化皂化生产线、喷漆

生产线、半自动荧光渗透检测线等共计21台(套)工艺设备的购置及部分工程招标

采购工作。 

八、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九、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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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中兵红箭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有关资金管理、募集资金存

储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其2013年和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的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管理，资金存放安全。2018年度，中兵红箭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使用该等募集资金，并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的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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