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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建设”），

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802 号）核准，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30,120,254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02,505.82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182,005.82 万元，债权转股权金额 20,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102.63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98,403.20 万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6 日，公司上述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7]00066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02,505.8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 198,403.20 万元，该募集资金扣除新疆建工以其拨入

公司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本而形成的债权认购的金

额 20,500.00 万元后，将用于下列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元） 

1 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84,472.00 

2 商品混凝土技术改造项目 25,617.50 

3 产业链建设项目 7,900.00 

4 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9,913.69 

合 计 177,903.19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及市场行情变化等情况，经

过重新对原募投项目进行充分调研、测算和评估，决定调整原定经营

计划，终止、调整原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现拟将原 6 个商品混凝

土生产网点建设募投项目预计结余资金 28,962.79万元和 1个产业链

建设项目预计结余资金 4,556.00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本

次拟新增 2 个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2 个商品混凝土技术改

造项目，1 个产业链建设项目，合计投入募集资金 20,874.22 万元，

剩余结余资金 12,644.57 万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待有合适的

募投项目后启动相关使用程序。 

1．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的情况 

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原计划 变更后计划 已投入募集 拟继续投 结余资金 项目状态 



项目原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额 

资金金额 入金额 

南宁屹桂站 12,100.00 12,100.00 5,234.00 5,234.00 4,248.87 985.13 6,866.00 已竣工 

南宁高新站 8,100.00 8,100.00 3,224.20 3,224.20 2,346.64 877.56 4,875.80 已竣工 

长沙宁乡站 5,000.00 5,000.00 957.01 957.01 957.01 - 4,042.99 拟结束 

南昌昌北站 12,000.00 12,000.00 3,942.00 3,942.00 2,206.86 1,735.14 8,058.00 已竣工 

太原尖草坪站 4,972.00 4,972.00 3,802.00 3,802.00 1,819.63 1,982.37 1,170.00 已竣工 

新疆石河子站 4,300.00 4,300.00 350.00 350.00 350.00 - 3,950.00 拟终止 

合计 46,472.00 46,472.00 17,509.21 17,509.21 11,929.01 5,580.20 28,962.79 
 

本次调整后，原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预计结余资金

28,962.79 万元，可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 

产业链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原计划 变更后计划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拟继续投入

金额 

 结余资

金  
项目状态 项目原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 

彭山外加剂

厂 
 7,900.00   7,900.00  4,100.00 3,344.00 2,622.62 721.38 4,556.00 已竣工 

合计  7,900.00   7,900.00  4,100.00 3,344.00 2,622.62 721.38 4,556.00   

本次调整后，原产业链建设项目预计结余资金 4,556.00万元，

可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 

2.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募投项目计划 



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实施地

点 

实施主

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投资进

度 

拟继续投

入金额 

预计结余资

金 

项目状

态 

南宁屹

桂站 

广西南

宁市 

中建西

部建设

广西有

限公司 

12,100.00 12,100.00 4,248.87 35.11% 985.13 6,866.00 已竣工 

南宁高

新站 

广西南

宁市 

中建西

部建设

广西有

限公司 

8,100.00 8,100.00 2,346.64 28.97% 877.56 4,875.80 已竣工 

长沙宁

乡站 

湖南长

沙市 

中建西

部建设

湖南有

限公司 

5,000.00 5,000.00 957.01 19.14%        -    4,042.99 拟结束 

南昌昌

北站 

江西南

昌市 

中建西

部建设

江西有

限公司 

12,000.00 12,000.00 2,206.86 18.39% 1,735.14 8,058.00 已竣工 

太原尖

草坪站 

山西太

原市 

中建商

品混凝

土有限

公司 

4,972.00 4,972.00 1,819.63 36.60% 1,982.37 1,170.00 已竣工 

新疆石

河子站 

新疆石

河子市 

中建西

部建设

新疆有

限公司 

4,300.00 4,300.00 
       

350.00  
8.14%        -    3,950.00 拟终止 

合计     46,472.00 46,472.00 11,929.01 25.67% 5,580.20 28,962.79   

 

产业链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

金拟投

入额 

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

额 

投资进

度 

拟继续

投入金

额 

预计结

余资金 
项目状态 

彭山外加

剂厂 
四川眉山市 

中建西部

建设西南

有限公司 

7,900.00 7,900.00 2,622.62 33.20% 721.38 4,556.00 已竣工 

合 计     7,900.00 7,900.00 2,622.62 33.20% 721.38 4,556.00   

2.原募投项目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已投入资金明细构成如下表： 

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类别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明细情况（万元） 
合计金额

（万元） 
南宁屹桂

站 

南宁高新

站 

长沙宁乡

站 

南昌昌北

站 

太原尖草

坪站 

新疆石河

子站 



基建费用 3,403.24 1,376.34 317.31 1,647.65 158.48 - 6,903.02 

设备费用 845.63 970.3 639.70 559.21 1,661.15 - 4,675.99 

其他费用           350 350.00 

流动资金             - 

合计 4,248.87 2,346.64 957.01 2,206.86 1,819.63 350 11,929.01 

 

产业链建设项目 

项目 金额（万元） 

基建费用 2,164.10 

设备费用 421.35 

其他费用 37.17 

流动资金  

合计 2,622.62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1.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1）拟终止新疆石河子站项目 

原因：由于新疆石河子市整体市场容量较小，且鉴于当前市场形

势的变化和政府对土地规划的调整，根据公司最新的内部发展规划要

求，为保证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及时、有效、合理利用，经公

司审慎研究，该项目已改由经营租赁模式，故拟终止实施新疆石河子

站租地自建项目。 

（2）拟结束长沙宁乡站项目 

原因：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市

场变化趋势与先进技术、生产工艺技术升级等综合因素，有效提升募

投项目建设水平；严格管控采购、施工与建设等环节，合理降低募投

项目的成本与费用。 

（3）拟调整南宁屹桂站等 4 个项目 

原因：公司践行区域化的发展战略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

混凝土主业市场发展迅速，在区域和行业内建立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和



较高的市场知名度。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商品混凝土市场发展

日臻成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供需矛盾突出。

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开展募投项目，保持公司在混凝土主业市场

中的领先地位，公司根据宏观环境、市场竞争格局、项目进展和公司

经营实际情况合理决策，对南宁屹桂站、南宁高新站、南昌昌北站、

太原尖草坪站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额拟进行必

要调整和优化，优化和调整对项目的实际运营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2.产业链建设项目 

原因：综合当前宏微观经济环境，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多元化产

业的发展，开拓公司混凝土业务以外的绿色混凝土业务，提高公司全

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抗风险的能力，经公司审慎

考虑，对原彭山外加剂厂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行必要调整。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拟新增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简称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彭山厂 
中建天府新区新材

料产业园项目 
四川省眉山市 

中建西部建设

西南有限公司 
8,028.10 6,645.90 

长沙黄兴厂 

年产 40万立方米绿

色环保型商品混凝

土搅拌站项目 

湖南长沙县 
中建西部建设

湖南有限公司 
12,000.00 3,498.00 

合计    20,028.10 10,143.90 

1.中建天府新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公司拟在天府新区

彭山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北段投资建设双 HZS240 型生产线环保混凝

土搅拌站，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72.3 亩。项目总投资 8,028.10 万元，



包含土地费用 1,382.20 万元，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费用 1,436.80万

元，基建费用 5,209.10 万元，其中使用募投资金 6,645.90 万元，其

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2）项目可行性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的国策启动，天府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2017

年建设项目迅猛发展，带动预拌商品混凝土市场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

好转，片区内混凝土需求出现大幅增长。 

目前公司在成都南面热点建设区域目前只有中建蓉成永兴厂和

煎茶厂，该项目位于天府新区彭山经济开发区，可辐射到天府新区西

区、高新区、双流区。项目建成后，三站联合可实现对成都南面重大

项目供应保障。 

公司生产的混凝土产品在业内有很好的口碑，尤其是作为上市公

司，在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更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生产管理、技

改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支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较高

的队伍，可以使本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较快实现达标达产，从

而获得较好的效益。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建设中建天府新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可以有效缓解成都南

片区的混凝土保供压力，进一步实现了公司天府新区战略布局的战略

目标。根据公司的预测，该项目前五年年均销售收入 23,550 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 1,472.50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16.6%，投资回收期

4.1 年。 

（4）项目合规性文件办理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川投资备



[2017-511400-30-03-204093]FGQB-1216 号）、《眉山市彭山区环境

保护局关于眉山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中建天府新区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眉彭环函[2018]312 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12052018026）。 

2.年产 40 万立方米绿色环保型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拟在长沙县黄

兴镇干杉社区北溪组投资建设三条 HZS180 型生产线环保混凝土搅拌

站，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50 亩。项目总投资 12,000.00 万元，其中一

期项目投资总额 3,498.00 万元，包含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费用

1,089.50 万元，基建费用 2,408.50 万元。其中使用募投资金

3,498.00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2）项目可行性分析 

长沙县依托京港澳高速、黄花国际机场、武广高铁新区、地铁磁

悬浮等区位交通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目前，长沙县在

建待建项目众多，中建系统内也已承接了大量重点工程，市场业务有

保证。 

长沙县位于长沙东部，长沙东部区域一直为湖南公司重点突破片

区，是公司急需进驻区域，填补公司长沙东片区空白。近年，因公司

在长沙县无厂站，大部分与公司建立良好业务关系的客户资源无法获

取，该站点可与长沙南北片区厂站形成良好协同，保证长沙片区业务

不流失。 

公司生产的混凝土产品在业内有很好的口碑，尤其是作为上市公

司，在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更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生产管理、技



改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支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较高

的队伍，可以使本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较快实现达标达产，从

而获得较好的效益。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建设年产 40 万立方米绿色环保型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有助于弥补公司在长沙东部空白区域，完善市场布局，提升公司在长

沙区域的整体市场影响力。根据公司的预测，该项目前五年年均销售

收入 29,440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2,551.80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35%，投资回收期 3.23 年。 

（4）项目合规性文件办理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长沙县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长县发改备案

[2018]121 号），《关于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立方米混

凝土环保搅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长县环审

[2018]123 号）、《场地租赁合同》等合规性文件。 

（二）拟新增商品混凝土技术改造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 

1 

高性能混凝土智能

工厂试点示范建设

项目 

四川成都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4,854.32 4,854.32 

2 

新疆中建西部建设

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熟料/石灰石堆棚建

设项目 

新疆吉木萨尔

县 

中建西部建设新疆有

限公司 
1,884.00 1,884.00 

合计    6,738.32 6,738.32 

1.高性能混凝土智能工厂试点示范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在 2018 年明确提出，总部职能要由战略管控型向战略管控



+重点经营管控型转变，为实现该目标现公司总部拟在“股份公司、

各二级单位及所属各预拌厂”投资建设“高性能混凝土智能工厂试点

示范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4,854.32 万元，计划自 2018 年 7 月到至 2019 年

12 月完成改造，项目建设期限为一年半。按照建设类型划分，重点

开展智慧型总部、智慧型厂站和产业互联网的建设。 

（2）项目可行性分析 

混凝土是建设工程中应用范围最广、用量最大的工程材料，属于

建材业，拥有流程制造特征，具有批量生产、资源集中、资金集中等

属性。混凝土行业 2017 年产量应超过 24 亿立方，产值近万亿元，已

经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支撑行业。从国家层面来看，加大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深

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大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从行业层面来看，是行业的发展共识

和趋势潮流，从企业层面来看，是公司现阶段精细化管理的内在要求，

从从拓展发展空间层面，是破解市场局限和保持活力的重要手段。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在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上，一是通过信息化管控，公司总资产

周转率提升 6.97%，提升管理效率（含业务处理效率、管理审批效率

等）30%以上；二是在成本节约上，利用智能采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

自动汇总统计并出具报表，强化岗位整合能力，按照年产 30 万方搅

拌站计算，每年累计节约人工成本超过 30 万元；通过实验数据动态

优化配合比结构，单方可降低成本 0.8 元，每年降低成本 24 万元；

通过使用料位计、外加剂罐传感器等智能化设备，实时监控库存情况，



减少“跑冒滴漏”现象，预拌厂每年可降本 6 万元，厂站合计每年节

约成本超过 60 万元。按照上线 20 个厂站计算，累计年均节约成本超

过 1,200万元，投资收益率为 24.72%，预计可以 4.05 年可以回报投

资总额。 

（4）项目合规性文件办理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防

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公布 2017 年度自治区两化融合示

范企业及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企业的通知》（新经信推进

〔2018) 17 号），已将公司该项目纳入自治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试点企业名单。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 2018 年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名单的通告（工信部装函〔2018〕343 号），已将我司“高

性能混凝土智能工厂试点示范”项目纳入其中。 

2.新疆中建西部建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熟料/石灰石堆棚建设项

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自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新疆以来，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不

仅针对水泥企业）一律不得违法露天裸露堆放粉状物料，必须储存于

密闭的堆棚内。工矿企业环保压力急剧增加，环保高压已成常态化。 

经过三家施工承包单位预报价，拟选取最低预报价进行估算，项

目总投资 1,884.00万元，石灰石堆棚 889.00 万元，熟料堆棚 995.00

万元。 

（2） 项目可行性分析 

为满足环保最低要求，勉强维持在目前水泥厂产量水平下的正常

运营，拟建两个有效储存规模为 10 万吨的封闭堆棚分别存储石灰石



和外购电石渣熟料。水泥厂经过调研周边企业及厂外荒地，目前没有

可用于堆放的可能，后期将长期寻找，适时选择合适场地进行部分外

堆。 

水泥厂对周边水泥企业在建及已完工堆棚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咨

询设计、施工总包单位，对球形网架结构及充气膜结构的性能进行了

了解，并根据股份公司投委会要求对门架式结构在水泥企业的应用进

行咨询论证。 

（3）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新疆公司十三五规划，水泥厂要逐年提高水泥产量，2020

年末力争实现水泥产量 105 万吨。2016、2017年产量均已超过规划

确保值，且对外销售比例大于内部销售比例。 

（4） 项目合规性文件办理情况 

已取得《关于新疆中建西部建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熟料/石灰 石

堆棚建设项目备案的批复》（吉商经信技改备案号：201801 号）；

已取得关于对《新疆中建西部建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熟料/石灰 石堆

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吉环项发[2018] 15 号）；已

取得土地证（吉国用 2012 第 065 号）。 

（三） 拟新增产业链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简称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 

彭山沥青厂 
公路路面绿色新材

料研发生产线 

四川省 

眉山市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

限公司 
  8,000.00   3,992.00  

合计    8,000.00 3,992.00 

1.公路路面绿色新材料研发生产线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2017 年以天府新区建设为核心的大量项目集中开工，带沥青混

凝土需求出现大幅增长，中建系统内部承接基础设施业务增长较快，

内部市场前景也看好。投资沥青混凝土业务可实现向基础设施业务的

转型升级战略，开拓公司基础设施领域市场，抢抓天府新区发展机遇。 

依据目标区域市场需求，建设最高标准的沥青混凝土预拌厂，引

入 1 条混凝土 4000 型生产线，热拌楼、砂石料仓、完全封闭，厂区

非硬化区域全部绿化，配备相应的生活区和办公区。  

项目总投资 8,000.00 万元，采用分期投资建设模式，项目一期

投资估算为 4992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投资金拟使用募投资金投资

3,992.00 万元。明细为基建费用 2,694.00 万元，生产设备费用为

1,248.00 万元,办公设施及设备 50.00 万元。 

（2）项目可行性分析 

项目拟获取土地位于天府新区彭山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北段，距

成都市中心 45 公里，距双流国际机场 30 公里，距天府新区核心区科

学城 35 公里，天府新区新津西区工业园 10 公里，成昆铁路、成绵乐

城际铁路、成乐高速公路、省道 103 线越境而过，区位优势突出。同

时园区内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水、电、气、光纤、道路均已开通。 

该地块性质为工业用地。地块面积 38 亩，土地出让价格为 19.95

万元/亩，土地出让金 758 万元。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站投产后年均净利润约为 1,664.93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

3.43 年，投资回报率约为 30.02%，内部收益率 17.26%。 

进入沥青混凝土市场属于新业务市场，因没有经营经验可能遇到



关于管理、营销、技术方面的问题。沥青预拌混凝土与混凝土在生产

原理方面与混凝土相似，可复制经验，营销方面积极向同行交流学习，

掌握市场营销策略，同时前期经营重点经营中建内部市场，规避风险；

在技术方面引进沥青混凝土生产经验专业人才，开展沥青混凝土技术

培训与质量控制。 

（4）项目合规性文件办理情况 

已取得《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川投资备

2017-511422-74-03-231595]FGQB-0489 号），《眉山市彭山区环境

保护局关于中建西部建设眉山沥青路面有限公司公路路面新材料研

发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眉彭环函[2018]294 号），

已经与彭山区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签订土地出让出租协议等证明文

件。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为了公司能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市

场环境，适时地进行调整，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提升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从而使公司股东利益最大

化。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做出

的适当调整，有利于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为下一阶段的继

续扩张打下扎实的基础，以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

整体效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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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的决策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

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西部建设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

议和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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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西南证券对西部建设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十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5．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6. 有关部门的批文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