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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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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编制了2019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378 号）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 33.56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134,240.00 万元，扣除承销佣金、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6,812.60 万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27,427.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众会字（2015）第 613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2019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含利息、理财收益等）累计投入

127,534.20 万元，其中本年度使用 430.6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50.03 万元（含利

息、理财收益等），扣除利息及理财收益等，账户余额为 664.24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94,798.36 万元，归还募集资金到位前投入的资金

32,735.84 万元，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127,534.20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等，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截至2019年6月30日，

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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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期末余额（元） 存储方式 备注 

建设银行郑州经七路支行 41001522010050214392                                                   已销户 

中信银行郑州现代城支行 

8111101012600029161                                                   已销户 

8111101014100320307                                                   
账户名称：河南思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已销户 

郑州银行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90501880160443163   已销户 

90501880150445758 7,500,261.88 活期存款 
账户名称：河南思维精工电

子设备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 694641242   已销户 

中国银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

行 
252039247203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郑州高新开发区支行 

76160154500003360                                                   已销户 

76160154700007540                                                   
账户名称：河南思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已销户 

兴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321090100100313499                                                   已销户 

321090100100334940                                                   
账户名称：北京思维鑫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已销户 

合计  7,500,261.88    

公司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格式

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2015 年 12 月，公司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七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高新开发区支

行和兴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七家银行以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2016 年 6 月，公司与子公司河南思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家银

行以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

议》；2016 年 6 月，公司与子公司北京思维鑫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北京上地

支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6 月，公司与子公司河南思维精工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

方监管协议》；2017 年 11 月，公司与子公司河南思维精工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及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强化了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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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储存

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

续，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与置换情况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2,735.84 万元置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

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鉴证报

告》（众会字[2016]第 0283 号）。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 0.00 万元。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列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主要是为公司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平台，以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是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项目变更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对下列募投项目

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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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 
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河南思维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科

学大道97号 
不变 

2 
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

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河南思维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科

学大道97号 
不变 

3 
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北京思维鑫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科

学大道97号 

北京丰台区总部基地35

号楼 

4 
铁路行车安全装备生产

线扩建项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河南思维精工电

子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科

学大道97号 

荥阳市京城北路与科学

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上述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未来的整体战略规划，有利

于公司更加合理、有效的使用募集资金。 

2、第二次项目变更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变更部分实

施内容的议案》，同意思维鑫科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6,500 万元在北京购置房产用于扩充

研发及日常办公场地；同意思维鑫科将本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研发支出、购置必要的

研发测试设备及软件、市场开拓等方面。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有利于解决思维鑫科研发、办公场地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思维鑫

科更好地引进人才，为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和思维鑫科的长远发展

提供必要的条件，有利于公司业务拓展及战略布局的落实。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有利于节

约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

情况。 

2、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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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7,427.4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0.6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6,353.7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6,353.7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7,534.2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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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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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6A） 是 15,495.00 3,413.90 3,413.90  3,413.90  100.00 2017 年 8 月 981.46 是 否 

新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36,750.00 36,750.00 36,750.00 107.50 37,521.03  100.00   不适用 否 

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机车车联网） 是 14,980.00 6,995.94 6,995.94  6,995.94  100.00 2017 年 7 月 880.38 是 否 

列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否 9,575.00 9,575.00 9,575.00  9,575.00  100.00 2017 年 11 月  不适用 否 

铁路行车安全装备生产线扩建项目 是 6,000.00 6,000.00 6,000.00 323.10 5,33.58 -664.24 88.93 2017 年 1 月 722.44 是 否 

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CMD） 是 20,000.00 3,711.45 3,711.45  3,711.45  100.00 2017 年 7 月 3,676.76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4,627.40 60,981.11 60,981.11  60,981.11  100.00    不适用 否 

合计  127,427.40 127,427.40 127,427.40 430.60 127,534.20 -664.24   6,261.0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件 1 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1、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变更：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决定将“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由“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子公司河南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项目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2、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变更：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决定将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子公司河南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项目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3、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变更：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决定将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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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子公司北京思维鑫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 97 号”变更为“北京丰台区总部基地 35 号楼”，该项目

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4、铁路行车安全装备生产线扩建项目的变更：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2016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决定将铁路行车安全装备生产线扩建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子公司河南思维精工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 97 号”变更为“荥阳市京城北路与科学大道交叉口东南

角”，该项目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会议批准调整剩余

募集资金在该产业化项目的实施方式。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已累计投入 5,687.19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9,292.81

万元，实施具体内容调整如下： 

1、在北京购置房产用于扩充研发及日常办公场地，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6,500 万元。 

2、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研发支出、购置必要的研发测试设备及软件、市场开拓等方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尚未投入使用。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2,735.84 万元置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适用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4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截至 2019 年 6 月 32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00 万元。2019 年上半年因募集资金余额较小，未进行闲置募集资金理财。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17 年 8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7

年 8 月 29 日，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会议批准

公司对 6A 项目、CMD 项目及机车车联网项目进行结项，上述三个募投项目结项的金额与原因如下： 

1、6A 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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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系统项目计划总投资 15,495.00 万元，该系统由 6A 音视频显示终端、中央处理平台、6A 各子系统组成。（1）公司自 2012 年启动 6A 音视频

显示终端研发，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上市，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公司前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入，通过加强项目管理和研发效率提升，

公司提前完成 6A 音视频显示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节约了项目资金。（2）“十二五”期间，铁路投资加速，6A 系统产品推广迅速，自 2012 年

开始装车推广以来，市场迅速趋于饱和，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导致 6A 各子系统收益下降。公司经论证后认为，继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 6A

系统其他子系统的研发，可能无法产生类似 6A 音视频显示终端产品带来的收益，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减少募投项目实施的不确

定性风险，公司经审慎论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对本项目进行结项。（3）公司对 6A 项目累计投入 3,413.90 万元，完成

了 6A 系统子项目——6A 音视频显示终端的研制并实现了产业化，截至本项目结项结余募集资金 12,081.10 万元（不含利息）。 

2、CMD 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CMD 系统项目计划总投资 20,000.00 万元，该系统由车载子系统、数据传输子系统和地面综合应用子系统组成。（1）CMD 系统项目作为中国

铁路总公司“十二五”期间的重点投资项目，自 2014 年项目立项以来，项目研发周期紧，公司前期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于 2015 年实现

CMD 项目车载子系统产业化，严苛的项目进度要求、快速产业化推广以及公司对项目支出的严格控制，使公司节约了项目资金。（2）公司 CMD

系统数据传输子系统和地面综合应用子系统的研制相对缓慢，其中 CMD 系统地面部分主要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实施，项目投资大，持续投

入时间长，但后期盈利模式存在不确定因素，公司若持续对本项目进行高强度投入，可能导致本项目持续投入与收益不匹配。为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减少募投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决定对本项目进行节项。（3）截至本项目结项，公司对

CMD 项目累计投入 3,711.45 万元，截至本项目结项，公司结余募集资金 16,288.55 万元（不含利息）。 

3、机车车联网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 

机车车联网系统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14,980.00 万元，该系统包括车载传输子平台、传输网络、地面应用系统 3 部分组成。（1）本项目实施涉及

车载、地面、路局、站段等多点实施，项目前期投入较大。本项目之车载传输子平台于 2015 年研制成功，并于 2016 年批量推广，而传输网络、

地面应用系统仍处于研发、试验阶段，短期内无法实现收益。（2）截至本项目结项前，本项目之传输网络、地面应用系统仍处于研发、试验阶

段。考虑到本项目投入大，周期长，预计短期内无法实现收益，公司坚持对本项目进一步投资，有可能造成本项目出现亏损，投资风险较大，

经公司审慎分析预测，同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不再对机车车联网系统的其他子系统进行持续投入，并对该项目进行

结项。（3）截至本项目结项结余募集资金 7,984.06 万元（不含利息）。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2017 年 8 月 29 日，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6A 项目、CMD 项目、机车车联网项目进行结项，并将 3 个项目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节余的募集资金 374,043,163.11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其他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的投入，增厚公司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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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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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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机车车载安全

防护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6A） 

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6A） 
3,413.90 3,413.90 - 3,413.90 100.00 2017 年 8 月 981.46 是 否 

机车车联网系

统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机车

车联网） 

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机车车联网） 
6,995.94 6,995.94 - 6,995.94 100.00 2017 年 7 月 880.38 是 否 

机车远程监测

与诊断系统研

发及产业化项

目（CMD） 

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CMD） 
3,711.45 3,711.45 - 3,711.45 100.00 2017 年 7 月 3,,676.76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6A）、机车车联网系

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机车车联

网）、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CMD） 

60,981.11 60,981.11 - 60,981.11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75,102.40 75,102.40 — 75,102.40 — — 5,779.38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募投项目） 

2017 年 8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议将 6A 项目、CMD 项目、车联网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63,537,093.74 元及利息等收益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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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机车车联

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已经结项，

新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按投资计划有序开展。其中： 

1、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简称“6A系统”）由6A音视频显示终端、中央处理

平台、6A各子系统组成。目前，6A系统之音视频显示终端产品已经投产并产生

效益，6A系统研发周期长，项目投入大，6A系统自2012年开始装车以来，产品

推广迅速，产品装车率较高，目前各子系统竞争激烈。公司经论证后认为，继续

投入大量资金进行6A系统其他子系统的研发，可能无法产生类似6A音视频显示

终端产品带来的收益，故出于减少募投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考虑，决定不

再对该项目其他子系统持续投入。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募投项目实

施的不确定性风险，2017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定对本项目结项。2013年至2019年6月30日本项目累计实现效益11,209.02万元，

其中报告期实现效益981.46万元。 

2、机车车联网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机车车联网系统包括车载传输子平台、传输网络、地面应用系统三部分组成。

其中，车载传输子平台已于2015年研制成功。2016年，该平台开始批量推广。目

前，机车车联网系统地面应用系统和传输网络建设仍处于研发、试验阶段。近年

来，新造车招标数量较“十二五”期间明显下降，新的市场参与者的进入也导致

机车车联网产品竞争日益激烈。目前，机车车联网系统地面应用系统和传输网络

建设仍处于研发、试验阶段，短期内无法实现收益。如公司坚持对本项目进一步

投资，有可能造成本募投项目出现亏损，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募投

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2017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决定对本项目结项。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本项目累计实现收益

6,834.91.53万元，其中报告期实现效益880.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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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机车远程监测与诊断系统（简称“CMD系统”）由车载子系统、数据传输子

系统和地面综合应用子系统三部分组成。CMD系统车载子系统已于2015年研制

成功并推广，CMD系统数据传输子系统和地面综合应用子系统的研制相对缓慢。

目前，CMD系统地面部分主要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实施，项目投资大，持续

投入时间长，但后期盈利模式存在不确定因素。公司若持续对本项目进行高强度

投入，可能导致本项目持续投入与收益不匹配，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

少募投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2017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决定对本项目结项。2015年至2019年6月30日，本项目累计实现收益

15,243.96万元，其中报告期实现效益3,676.76万元。 

4、新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新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项目是公司为顺应我国铁路安全管理要求和市场需

求的发展趋势，保持公司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提高公司产

品适用程度、提升产品安全等级、扩大产品功能范围，实现对既有LKJ系统的升

级换代。项目主要成果为LKJ-15系统及配套设备及软件系统。目前，该项目已通

过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需求评审、方案评审、试验评审、试用评审，完成运用考核

试验，并于2018年4月通过CRCC认证，具备了推广条件，但暂未正式推广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配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LKJ-15开展产品价格写

实及定价工作。2019年5月，公司已中标郑州局全路第一单LKJ-15采购招标项目，

中标数量5套。由于距前述5套LKJ-15设备尚未交付客户并验收，因此本项目在报

告期内暂未形成收益。 

5、列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列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9,575.00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

建列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楼（约2万平方米）及模拟仿真工程中心、高低温、

湿热、振动、电磁兼容等实验室、产品测试试验平台、新技术研发中心、应用研

发中心、质量中心和信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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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列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公司开展创新活动的主要平台，是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本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 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结余 结余原因 

列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项目 
9,575.00 9,575.00 45.54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

生的利息收入及短期

理财收益 

本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系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短期理财收益，

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等）约45.54万元，金额较小，且占本项目募集资金

总额（9,575万元）的比例不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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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项目节余资金将用于公司募投项目之新

型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且免于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