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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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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05号）文核准，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00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17.54元，通过网下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发行方式公

开发行。截至2017年10月17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3,200万股, 收到股票配售对象和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561,28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5,089,981.80元，实际募集的资金人民币

516,190,018.20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验字XM-008号《验资报告》。  

（二）2019上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51,193,130.80 

减：本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支出金额 27,507,868.72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114,000,000.00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0.00 

    银行手续费 2,260.49 

加：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本金 134,000,000.00 

    理财产品收益 2,034,218.42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 60,000,000.00 

    利息收入 261,164.53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45,978,384.54 

截至2019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

270,069,302.75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69,881,283.95元，2017年募投项目新增投入7,598,158.94元，2018年募投项目新

增投入65,081,991.14元，本期募投项目新增投入27,507,868.72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苏州金鸿

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

公司严格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与《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8112001013600362566 17,225,541.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1102028129000139990 6,670,496.0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10526801040011229 4,983,983.0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分行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325387520018160020959 17,098,364.34 

合计     45,978,384.54 



注：除上表列示金额外，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中用于现金

管理的资金总额为 8,000.00 万元。 

三、2019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前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金

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2019年上半年，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投资日期 到期日期 投资金额 

收回投资 

期末金额 
本金 

收益 

（含税）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3036 期人

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8-11-23 2019-5-14 6,600.00 6,600.00 127.20 -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5 个月 

期限结构型 2018-11-21 2019-4-24 3,400.00 3,400.00 60.97 -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结构
期限结构型 2019-4-26 2019-5-17 3,400.00 3,400.00 6.26 -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投资日期 到期日期 投资金额 

收回投资 

期末金额 

本金 
收益 

（含税） 

苏州分行 性存款 3 周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共赢利率结

构 26674 期人

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2019-5-30 2019-11-19 5,000.00   5,000.0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 5 个月 

期限结构型 2019-5-27 2019-10-28 3,000.00  8.99 3,000.00 

合计     
  

21,400.00 13,400.00 203.42 8,000.00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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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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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619.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50.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900.7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006.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3.37%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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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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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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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金鸿顺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 50万套汽车车身件及

50 万套汽车底盘件项目 

否 18,862.50 18,862.50 18,862.50 245.00 9,938.75 8,923.75 52.69% 2019.1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汽车零部件（沈阳）生产

基地项目 
是 6,900.71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重庆伟汉汽车零部件生产

基地项目 
否 9,285.82 9,285.82 9,285.82 1,236.95 3,037.36 6,248.46 32.71% 2020.1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金鸿顺汽车零部件自动化

生产项目 
否 12,499.97 12,499.97 12,499.97 1,212.44 11,943.76 556.21 95.55% 2019.1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4,070.00 4,070.00 4,070.00 56.40 2,087.06 1,982.94 51.28% 2020.1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51,619.00 44,718.29 44,718.29 2,750.79 27,006.93 17,711.36 52.3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1、 重庆伟汉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本项目主要为本特勒汽车系统（重庆）有限公司、本特勒建安汽车系统（重庆）有限公司及卡斯马汽车系统（重庆）有限公司提供配套，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提供二

级配套服务。2018 年下半年来我国汽车整车市场景气度下降，产销量下滑明显，上述客户主要配套车型福克斯、新福克斯、翼博、翼虎等整体产销未达预期。为控制经营

风险，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启动项目基础建设（原计划 2017 年 12 月启动），截至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后期公司将根据周边配套客户的产能需求确定设备投入进度。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目前，公司研发中心建设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基本完成，未投入部分主要为软件购置。受整车市场景气度下降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多个募投项目同时投入成

本压力较大，公司调整研发软件购置进度，导致本项目实施进度相应推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2019 年上半年度不存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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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参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参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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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

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