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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31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2019-066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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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0号）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22号”《关于核准上海沪工

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9元，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25,225.00万元。2016年6月1日，将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2,500.00万元扣除后，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22,725.00万元存

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存

储专户。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227.0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498.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6年6月1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115261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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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1001742229300033484 2016-6-1 148,016,600.00 --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青

浦支行 

442971407423 2016-6-1 32,623,400.00 --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0779 2016-6-1 23,280,000.00 16,169,527.13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0786 2016-6-1 23,330,000.00 --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青

浦支行 

457272161389 -- -- 8,816,286.71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3966 -- -- 6,571,384.88 活期 

合计   227,250,000.00 31,557,198.72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1、2018年11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00号”文《关于核准上海

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宝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的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

荣、武汉中投华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辽宁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华

宇”）100%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58,000万元，其中交易价格48,000万元部分由

本公司发行21,034,177.00股股份支付，其余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0万元。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分别向许宝瑞发行13,979,526股股份、向任文波发行

1,840,490股股份、向冯立发行1,378,580股股份、向陈坤荣发行1,206,310股股份、

向武汉中投华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314,636股股份、向北

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657,318股股份、向辽宁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525,854股股份、向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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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131,463股股份，合计发行股份为21,034,177.00股，发行价格为22.82元，上

述股份发行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8]第ZA15960号《验资报告》。 

2、2019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00号”文《关于核准上海

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宝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的核准，本公司向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

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两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09.0289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48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300万元，扣除财务顾问费人民币100万元，实际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金

额为人民币14,200万元。上述配套募集资金于2019年4月19日全部到位，将该募

集资金存入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存储

专户，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ZA12365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

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31050183360000004833 2019-4-19 141,999,985.72 31,931,673.54 活期 

合计   141,999,985.72 31,931,6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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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498.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7,074.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 1）： 1,595.77 2016 年： 10,066.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42% 2017 年： 843.50 

 2018 年： 4,416.18 

 2019 年 1-6 月 1,748.0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气体保护焊机扩建

及技改项目 

气体保护焊机扩

建及技改项目 
14,801.66 14,801.66 13,410.59 14,801.66 14,801.66 13,410.59 -1,391.07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注 1 

2 
自动化焊接（切割）

成套设备建设项目 

自动化焊接（切

割）成套设备建设

项目 

3,262.34 3,262.34 2,479.26 3,262.34 3,262.34 2,479.26 -783.0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注 2 

3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研发中心扩建项 2,328.00 2,328.00 729.60 2,328.00 2,328.00 729.60 -1,598.4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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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注 3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1,106.00 1,106.00 455.22 1,106.00 1,106.00 455.22 -650.7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注 4 

 合计  21,498.00 21,498.00 17,074.67 21,498.00 21,498.00 17,074.67 -4,423.33  

注 1：“气体保护焊机扩建及技改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完成结项，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等合计为 15,957,737.95 元。根据本公

司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该部分资金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注 2：自动化焊接（切割）成套设备建设项目所涉及的主要的市场环境和产品技术发展与 2012 年项目备案时产生了变化，公司拟在对原有产品进行技术升级更新换

代后，根据新产品的情况重新调整相应生产设备的采购计划。经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延长本项目建设完成时间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注 3：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所涉及的研发实验室场地中“可靠性测试实验室”及“焊接工艺、质量测试实验室”已经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经建设（电磁兼容性）测

试实验室”、“高速摄影及动态参数测试室”、“自动化焊割设备实验室”动个实验室尚处于建设阶段。由于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适当调整了研发的方向和进度，经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延长本项目建设完成时间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注 4：根据本公司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内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广州

沪工、天津沪工、重庆沪工变更为沪工销售，该募投项目变更后实施内容为：构建以“沪工”品牌电焊机为主，通过设立展示中心与仓储中心，强化市场开拓与售后服务。

该项目拟使用资金总额 1,060.00 万元，其中 5 个展示中心的租赁费用合计金额为 116.80 万元，仓储场地的租赁费用合计金额为 219.00 万元，场地投入装修费合计 100.00

万元；软硬件投入 50.00 万元，展会费用投入 150.00 万元，品牌推广费合计为 424.2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募投项目累计投入 455.22 万元，其中原实施主体广

州沪工、天津沪工、重庆沪工合计投入 53.59 万元，变更后实施主体沪工销售累计投入 401.63 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1）2018年11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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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8,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度： 48,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9 年 1-6 月：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支付收购航天华

宇 100%股权的

股份对价部分 

支付收购航天华

宇100%股权的股

份对价部分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0.00 不适用 

（2）2019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3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114.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 393.63 2019 年 1-6 月： 11,114.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7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支付收购航天华宇 支付收购航天华宇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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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现金对

价 

100%股权现金对

价 

2 

支付本次交易涉及

的税费及中介费用

（注） 

支付本次交易涉及

的税费及中介费用 
1,500.00 1,500.00 1,114.84 1,500.00 1,500.00 1,114.84 -385.16 不适用 

3 
用于航天华宇在建

项目建设 

用于航天华宇在建

项目建设 
2,800.00 2,800.00 0.00 2,800.00 2,800.00 0.00 -2,800.00 2020-12-31 

 合计  14,300.00 14,300.00 11,114.84 14,300.00 14,300.00 11,114.84 -3,185.16  

注：本投资项目内容为支付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包括先期投入置换金额），该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等合计为

3,936,263.29 元，根据于 2019 年 6 月份召开的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及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将该部分资金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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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内

容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由广州沪工、天津沪工、重庆沪工变更为沪工销售，该募投项目变更后实施内容

为：构建以“沪工”品牌电焊机为主，通过设立展示中心与仓储中心，强化市场

开拓与售后服务。该项目拟使用资金总额1,060.00万元，其中5个展示中心的租赁

费用合计金额为116.80万元，仓储场地的租赁费用合计金额为219.00万元，场地

投入装修费合计100.00万元；软硬件投入50.00万元，展会费用投入150.00万元，

品牌推广费合计为424.20万元。 

（2）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气体保护焊机扩建及技改项目”已建设完毕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9年1月21日，公司已将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等

合计15,957,737.95元全部划至公司一般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2、2019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支付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与支付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已完成支付，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决定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7月9日，公司已将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内的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等合计3,936,263.29元全部划至公司一般资金账户，

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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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

情况。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8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9,890.9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气体保护焊机扩建

及技改项目 
14,801.66 14,801.66 9,724.14 9,724.14 

2 
自动化焊接（切割）

成套设备建设项目 
4,329.50 3,262.34 78.27 78.27 

3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4,328.68 2,328.00 88.53 88.53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106.00 1,106.00 -- -- 

 合计 26,565.84 21,498.00 9,890.94 9,890.94 

2、2019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6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0,873.3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涉

及的税费及中介

费用 

1,500.00 1,500.00 873.31 8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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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置换金额 

3 
标的资产在建项

目建设 
2,865.80 2,800.00 -- -- 

 
合计 14,365.80 14,300.00 10,873.31 10,873.31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产生经济效益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1 

气体保护焊

机扩建及技

改项目（注1）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新增

年均利润总额

7,403.21 万元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1,641.41 1,641.41 否 

2 

自动化焊接

（切割）成套

设备建设项

目（注 2）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新增

年均利润总额

3,443 万元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注 1：气体保护焊机扩建及技改项目为扩建技术改造项目，2018 年 11 月 21 日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完成结项。2019 年 1-6 月实际效益低于全年预计效益 50%的主要原因为该项目自备案通过至建设完成并

达到预定产能历时时间较长，期间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导致实现的经济效益低于预期效益。 

注 2：自动化焊接（切割）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为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尚未完全扩建完成，待项目达产

后，再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注 3：本公司 2019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8年11月发行股份购买航天华宇100%股权的股份对价部分与2019年4月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中为支付购买航天华宇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部

分，属于同一交易，即购买航天华宇100%股权，其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详见本报

告“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中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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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研发中心扩建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

目完成后，不直接生产产品，为成本费用中心，但间接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及盈

利能力，该两个项目不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2、2019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

系费用性质支出，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而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投入，该项

目系产品检测试验室，建设完成后用于标的资产生产产品的检测，不直接生产产

品，为成本费用中心，不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2016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气体保护焊机扩建及技改项目。2019

年1-6月实际效益低于2019年全年预计效益50%的主要原因为该项目自备案通过

至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产能历时时间较长，期间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导致实现的经

济效益低于预期效益。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00号”文《关于核准上海

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宝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

荣、武汉中投华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辽宁联盟中资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航天华宇100%股权，交易完成后航天华宇成为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的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本公司购买航天华宇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58,000万元，其中现金支

付10,000万元，发行2,103.4177万股股份支付48,000万元。 

2018年11月26日，标的公司北京航天华宇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

记手续，该公司100%股权已全部过户至本公司名下，航天华宇成为本公司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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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 

2018年12月26日，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新增的股份已完成登

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21,034,177股股份的登记申请手续。 

（二）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合并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3,352.89 20,733.17 15,662.60 

负债总额 6,920.17 4,610.97 3,80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16,432.72 16,122.20 11,853.63 

注：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取得航天华宇100%股权前后，航天华宇均主要从事航天军工产品及相

关非标准生产设备的设计和研发，并通过子公司河北诚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从事

航天、航空类产品结构件和直属件的生产加工、协助新型产品的部件装配、试验

及测试服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增长。2017年度、2018

年度及2019年1-6月，航天华宇主要经营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36.65 10,459.29 8,998.65 

营业成本 978.39 4,302.59 4,111.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0.52 4,268.57 3,556.07 

注：2019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等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许宝瑞、任文波、冯立及陈坤荣等补偿义务人承诺，

经由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航天华宇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实现的归属于航天华宇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

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4,100万元、5,500万元和6,700万元，且不

低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盈利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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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补偿安排：在业绩承诺年度内，当年承诺利润数未实现的，可以补

偿期内的前年度利润数累计超额实现部分进行补足（已使用的超额部分利润累计

数不能重复使用），补足后仍无法实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则需要进行业绩补偿。

盈利补偿的具体计算确定如下： 

1、2017年盈利补偿的计算 

如航天华宇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补偿义务

人以现金进行补偿，2017年度现金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2017年度现金补偿金额=（2017年承诺净利润数－2017年实际净利润数）×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2、2018年度至2020年度盈利补偿的计算 

如2018年度至2020年度存在需进行业绩补偿的，补偿义务人首先应以股份补

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如按上述方法补偿完毕之后仍有不足，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股份补偿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

利润数）×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2017

年度现金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果补偿期内上海沪工有现金分红，则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

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上海沪工；如果补偿期内上海沪工以转增或送

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发生变化，则上海沪工回购股份

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补偿义务人中某方累计补偿股份数额不足，则在解锁期满后再以现金方式

进行补偿。解锁期满后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解锁期满后应补偿现金数=（应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

格。 

根据经审计的航天华宇2017年度及2018年度财务报表，航天华宇2017年度实

现合并净利润为3,556.07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56.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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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为456.0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2017年度净利润为3,100.02万元，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的103.33%；航天

华宇2018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4,268.57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268.5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为62.68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2018年度净利润为4,205.89万元，完成2018年度业绩

承诺的102.58%。2017年度及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净利润承诺数 3,000.00 4,100.00 

净利润实现数 3,100.02 4,205.89 

差异数 100.02 105.89 

完成率 103.33% 102.58%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公司2019年度及2020年度业绩承诺事项仍在履行中。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一致。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