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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概述 

（一）2013年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

情况 

2013年，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湖南江南红

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3]1012号文核准，并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于2013年11月27日向9名发行对象

定向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13,671.5909万股，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9.68元。截至2013年11月28日，共募集资金

1,323,409,999.1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用53,421,987.73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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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3]000339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使用募集资金 

1 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55,770 41,889 

2 南阳高韧性工业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53,364 4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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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0 16,127 

4 超硬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000 14,27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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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59 14,630 

合计 197,663 126,999 

（二）所涉项目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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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6000吨石墨项目”）由中南钻石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南钻石”）之全资子公司江西申田碳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申田”）承担。江西申田“6000吨石墨

项目”募集资金初始承诺投资额为14,630万元，在2019年4月

建设内容调整后变更为3,658.2万元。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

已使用募集资金3,508.22万元，剩余募集资金本金11,121.78

万元，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本金11,121.78万元用于中南钻

石“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线建设项

目”的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金

额占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可使用募集资金总额的8.76%。

公司本次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新募投项目投资的报批情况 

中南钻石“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

产线建设项目”已履行前期报批程序并取得项目批复。 

二、变更该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江西申田为中南钻石提供合成生产人造金刚石用高纯石

墨，是中南钻石人造金刚石生产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江西申田“6000 吨石墨项目”募集资金初始承诺投资额

为 14,630 万元。在该项目实施后，根据中南钻石人造金刚石

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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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对 6000 吨特种石墨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剩

余募集资金将用于其他新项目的建设。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申田碳素

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建设内

容调整的公告》。 

截至目前，江西申田石墨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508.22万元，剩余募集资金本金 11,121.78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28日，用于存储“6000吨石墨项目”、“南阳大颗粒

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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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实现利息收入

476.61 万元（具体利息收入净额以银行最终结算数据为准），

累计实现理财收益 1,799.18 万元。上述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均按要求存储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实行集中管理，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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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完毕后再视具体

情况确定最终用途或投向。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截至目前，江西申田石墨项目已基本达到年产 3500 吨高

纯石墨的生产能力，能够完全满足和匹配当前中南钻石合成生

产人造金刚石用高纯石墨及其它制品生产的需要。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中南钻石在江西申田石墨项目终止后，立足企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结合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加紧进行新项目的

论证，根据行业发展趋势，经过充分讨论和分析，拟将江西申

田石墨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本金11,121.78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新



建中南钻石“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

线建设项目”。 

三、用途变更的募集资金拟投入新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新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建设目标及纲领 

通过新建生产线形成年产 12 万克拉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

产能力。 

2.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新增总投资 20,430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19,9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1,150万元、设备购置费 18,480万元、

其它费用 115万元、预备费 155万元），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530

万元。 

项目拟使用江西申田 6000 吨石墨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本金

11,121.78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中南钻石自筹解决。 

3.建设内容 

项目利用现有厂房进行建设（利用面积 12,831 平方米），

新增主要工艺设备 164 台，其中六面顶合成压机 160台。 

4.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 36个月。 

（二）新募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的背景 

我国人造金刚石连续十多年稳居世界首位，虽其产量占据



全球总产量的 90%以上，但主要应用于切、磨、抛等传统工业

领域。近几年，由于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的突破，越来越多的高

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走向了珠宝饰品领域（只有颜色、

净度、质量等达到一定技术要求的人造金刚石，才能称为“宝

石级培育金刚石”，打磨后一般统称为“培育钻石”）。特别是

在 2018 年，宣称从不销售培育钻石首饰的行业巨头戴比尔斯

（De Beers）公司，宣布布局培育钻石市场，使钻石饰品行业

与合成金刚石行业发生强烈震荡。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整

个国际培育钻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培育钻石的销量较上一年

大幅度提升，2018年全球培育钻石珠宝市场达到了 19 亿美元，

培育钻石市场进入了高增长期。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有利于中南钻石优化产品与产能结构，拓展细分市

场领域 

中南钻石是国内人造金刚石的龙头企业，适时建设“年产

12 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线建设项目”有

利于中南钻石进一步开拓宝石级培育金刚石市场领域，优化产

品结构，降低单一市场的风险，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盈利能

力，进一步促进金刚石合成技术的快速提升。 

随着中南钻石早期安装的生产设备已落后并进入压降淘

汰通道，未来工业金刚石产品将有可能面临产能不足风险。宝

石级培育金刚石是中南钻石近年来开发的新产品，发展迅速，

占用了一部分工业金刚石产品产能。随着宝石级培育金刚石销

量的增长，中南钻石当前产能已经不能同时满足工业金刚石和



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的发展需求。该项目建设能够有效缓解中南

钻石产能压力，进一步提升宝石级培育金刚石产品的装备水平，

为宝石级培育金刚石产品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有利于中南钻石布局国内培育钻石市场 

中国是合成钻石（即合成金刚石）主要供应国，也是钻石

的三大消费市场之一，但我国是天然钻石资源极度稀缺国家，

国内的钻石消费需求主要依赖进口。而目前，全球钻石消费市

场已形成稳固的寡头垄断格局，天然钻石价格高。培育钻石的

出现，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培育钻石也因为其颜色多

样、价格合理、品质更高等优势赢得了广大消费者越来越多的

认可。该项目的实施，可缓解市场需求增长过快造成供应不足

的局面，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同时也可以进一步

巩固中南钻石在培育金刚石产品新领域的市场龙头地位。 

（三）新募投项目的选址情况及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拟在中南钻石方城厂区现有建筑、设施的基础上进

行改造，不新增建筑面积。 

经测算，本项目达纲正常年（第 4 年）：宝石级培育金刚

石产量为：12万克拉/年，营业收入为 13,524 万元（不含税），

新增利润总额为 2,909 万元。 

（四）新募投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所涉领域为新兴领域，目前产品需求旺盛，供不应

求，随着产能的扩大，供应量的增加，有可能存在产品价格下

降、现有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以及技术被



模仿或被超越的风险；而项目建设中的环境和社会责任风险、

建设周期风险方面，中南钻石依现有建设、生产能力判断，出

现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应对措施：针对可能存在的价格下降风险，中南钻石将联

合行业协会尽快制定量价管控体系、行业标准、建立配套体系，

使市场进入良性有序的发展路径，保证利润空间可控。随着市

场和企业自身发展，中南钻石在确定科学合理的营销模式的同

时，也在审慎的考虑下一步营销和商业模式，降低现有营销模

式可能无法满足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的风险。中南钻石将继续

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持续保持技术优势。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变更募投项目的

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是根据宏

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

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公司对新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论

证，新募投项目发展方向仍然围绕公司主业开展，充分利用公

司现有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可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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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二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 详 见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是根据宏

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

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公司对新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论

证，新募投项目发展方向仍然围绕公司主业开展，充分利用公

司现有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可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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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

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意见》。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

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已出具同

意意见，且上市公司将就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履行

程序完备、合规。该等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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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使得募集资金的使

用更能符合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上

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无

异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之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 

3.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之核查意见； 

6.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线建设

项目的批复； 

7.年产12万克拉高温高压法宝石级培育金刚石生产线建设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