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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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现将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或“公司”）2018 年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411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0 万股 A 股股票。本次发行

工作已经完成，募集资金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在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用后的余额 1,079,699,999.80

元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分别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XYZH/2012CDA4086-2]，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验

资报告》。 

2018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资金 25,129,470.38 元，

加上以前年度已投入金额 863,538,448.49 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

计投入金额 888,667,918.87 元。 

截止 2018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募集资金 30,737,565.63 元（含募集资

金存放银行利息及现金管理投资收益净额 78,325,231.46 元，已扣除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 238,619,746.76 元），其中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 3,00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37,565.63 元。 

2、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339 号］文核准，公司以配股发行股权登记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总股本 559,623,95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配

售 2.5 股，配股价格为 4.69 元／股。本次配股发行共计配售 136,372,026 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总额 639,584,801.9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3,565,414.0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6,019,387.8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



全部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17CDA40238]。 

2018 年，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投入资金 18,655,130.91 元，加上以

前年度已投入金额 47,547,606.92 元，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66,202,737.83 元。 

截止 2018 年，公司配股剩余募集资金 601,012,513.93 元（含募集资金存放银

行利息及现金管理投资收益净额 42,009,713.45 元），其中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55,00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1,012,513.93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本公司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进

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表： 

（一）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开户

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监管协议

签订时间 

协议是否

存在重大

差异 

履行情

况 
备注 

长虹

华意 

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62061613018010067439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完

成，2016 年 8 月已销户 

加西

贝拉 

建设银行嘉兴分行营业部
33001638047059100000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高

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

项目已投产，募集资金已

使用完毕，账户已注销 

长虹

华意 

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106 

2013.2.1 否 
正常履

行中 

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

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

目，原为以募集资金增资

江西长虹实施，因公司吸

收合并江西长虹，实施主

体变更为长虹华意 

长虹

华意 

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362061613018010067515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

设项目，账户已注销 

长虹

华意 

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230 

2013.3.28 否 
已履行

完毕 

用于新建年产 600 万台

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

线项目，后实施主体变更

为长虹华意，账户已注销 



长虹

华意 

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203718019940 
2013.3.28 否 

已履行

完毕 

增资加西贝拉，用于新建

年产 500 万台超高效和

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增资已完成，账户已注销 

（二）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开户

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监管协议签

订时间 

协议是否

存在重大

差异 

履行情

况 
备注 

长虹

华意 

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

营业部 202237519037 
2017.6.8 否 

正常履

行中 

高效、商用、变频压缩

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长虹

华意 

建设银行景德镇昌江支

行
36050162016400000143 

2017.6.8 否 
正常履

行中 

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

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

提升项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节余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募集资金 30,737,565.63 元，配股剩余募集资金 601,012,513.93 元。具体使用情

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1、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增发资金 

开户

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初始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累计投入

金额 

利息及现金投

资净收益(扣

除账户管理费

及手续费) 

账户余额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

况 

节余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 
备注 

加西

贝拉 

建行嘉兴分行营业部
33001638047059100000 

322,000,000.00 324,169,249.48 2,169,249.48 -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高

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

线项目已投产，募集资

金已使用完毕。 

长虹

华意 

工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106 

400,000,000.00 229,862,430.68 60,599,996.31 737,565.63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

品 3,000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0,000 万

元 

增资江西长虹，新建年

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

压缩机生产线项目，实

施主体变更为长虹华

意。 

长虹

华意 

交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362061613018010067515 

78,000,000.00 54,918,858.98 15,538,605.74 -   

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38,619,746.76元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

建设项目，已完成，

2018 年 12 月已销户。 

长虹

华意 

交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62061613018010067439 

279,699,999.80 279,717,379.73 17,379.93 -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

完成，2016 年 8 月已销

户。 

小计 1,079,699,999.80 888,667,918.87 78,325,231.46 737,565.63 30,000,000.00 238,619,746.76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30,737,565.63    



2、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配股资金 

开

户

单

位 

开户行及账户 初始金额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累计

投入金额 

利息及现金

投资净收益

(扣除账户管

理费及手续

费) 

账户余额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

况 

备注 

长

虹

华

意 

中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202237519037 
127,448,429.91 11,700,509.20 7,542,291.18 21,047,320.29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

品 10,000 万元 

研发能力提

升(配股费

用支出
2,242,891.60

元) 

长

虹

华

意 

建行景德镇昌江支行
36050162016400000143 

500,000,000.00 54,502,228.63 34,467,422.27 29,965,193.64 

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

品 45,000 万元 

智能产业升

级 

小计 627,448,429.91 66,202,737.83 42,009,713.45 51,012,513.93 550,00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601,012,513.93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2、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以自筹资金投放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

[XYZH/2012CDA4086-10]号《关于加西贝拉压缩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置换加西贝拉预先投

入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1,997.95 万元，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

核查意见。加西贝拉已于 2013 年 5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将预先投入资金置换至一般

流动资金账户。 

报告期内未发生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2、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编制的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进行鉴证并出具的



[XYZH/2016CDA40275 ]《鉴证报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高效、变频压缩机智

能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提升项目款项合计 3,928.47 万元。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以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928.47 万元，同意公司从相应的配股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分别提取 3,494.47 万

元、434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报告期内未发生新的配股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五）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情况 

1、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降低财务费用，公司2013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2018年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18,098,950.97元。截止至

2018年12月31日，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累计220,678,351.09元。 

2、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

次临时会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并以配股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2018 年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

外汇支付配股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

13,684,310.06 元。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用配股资金等额置换金额累计

17,258,090.06 元。 

（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8 年，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的原因主要有：（1）由于项目实施方式变更（详见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技术研究院实施方式的公告》），

且加西贝拉以自有资金已先行投入部分设备，因此，经与加西贝拉协商，对加西

贝拉已拥有的研发设备不再重复投资，项目后续研发所需的易耗品也由加西贝拉

负责投资。（2）由于行业技术发展变化，调整了部分采购设备，投资金额有所减

少；（3）设备采购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实用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

金，对设备采购成本进行严格控制。 

为了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财务成本，提高公司效益，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且议案已获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同意公司将该项目结项，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全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8,619,746.76 元已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 

2、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根据募投计划，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拟分三期建

设 3 条生产线，年产能达 600 万台压缩机（其中商用 200 万台，变频 400 万台）。 

项目一期为商用压缩机生产线，2014 年 12 月建成投产，当时设计节拍为 8 秒

/台，年产能 200 万台；为应对行业竞争压力，商用线建成后对该生产线进行整体

提效并进行了变频压缩机兼容改造，整线节拍由 8 秒/台提升至 6 秒/台。此外公司

为降低投资，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作业时间也由最初设计的双班 8 小时优化为双

班 10 小时。通过以上措施，该生产线年产能达到 300 万台，既可生产商用压缩机，

也可生产高效（变频）压缩机。项目二期为高效变频压缩机生产线，2018 年 3 月

建成投产，并于 2018 年底完成量产爬坡，通过生产节拍和班次的调整同样可以达

到最高 300 万台的年产能。 

通过项目一期和二期建设，该项目压缩机产能结构和总量已达到规划的年产

600 万台压缩机的目标，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和公司生产的需要，公司认为不

需要再进行三期的建设。 

同时由于行业技术发展变化，国家装备制造技术的提升，助推设备采购成本

的降低。公司本着节约、合理、实用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对设备

采购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使得项目总体投入资金减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结项，并

将该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扣除应当支付的设备尾款后，永久性地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 亿元，尚余募集资金 3,073.76 万

元，主要系待支付项目尾款。 

（八）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超募资金。 

（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37,565.63 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3,000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8,619,746.76 元。配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1,012,513.93 元，投资保本型理财产

品 55,000 万元。具体如下：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一年以内、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

资理财产品的每日动态余额不超过 3 亿元（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1）公司报告期以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

款等已到期的9笔，本金共55,800万元，获得收益10,394,650.19元，明细详见下表： 

募集资金理财一览表 

序

号 
理财产品 金额 理财投资日 理财到期日 

期

限 
收益率 收益 

1 

建设银行“乾元—日鑫

月溢”（按日）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 

2,500,000.00 2016/12/30 2018/6/27 544 3.30% 138,232.88 

2 

建设银行“乾元—日鑫

月溢”（按日）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 

500,000.00 2016/12/30 2018/2/12 409 3.30% 20,434.25 

3 
东亚银行结构性理财

（186 天）人民币理财 
35,000,000.00 2017/12/22 2018/6/26 186 5.20% 940,333.33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且尚

未到期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理财一览表 

序

号 
理财产品 金额 理财投资日 理财到期日 期限 收益率 收益 

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 65 天 
30,000,000.00 2018/12/28 2019/3/4 65 4.50%  

  合计 30,000,000.00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保本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尚未到期的余额合计为 3,000 万元，符合相关规定。 

2、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效率，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2017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配股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期限一年以内、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的每日动态余

额不超过5.5亿元（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1）公司报告期以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已

到期的9笔，本金共115,000万元，获得收益28,022,649.37元，明细详见下表： 

配股资金理财一览表 

序

号 
理财产品 金额 理财投资日 理财到期日 

期

限 
收益率 收益 

1 

国泰君安君柜宝一

号 2017 年第 383 期

收益凭证 

50,000,000.00 2017/12/29 2018/3/26 88 5.25% 632,876.71 

4 
东亚银行结构性理财

（186 天）人民币理财 
45,000,000.00 2017/12/22 2018/6/26 186 5.20% 1,209,000.00 

5 

国泰君安君柜宝一号

2017 年第 383 期收益凭

证 

195,000,000.00 2017/12/29 2018/3/26 88 5.25% 2,468,219.18 

6 结构性存款第四十一期 150,000,000.00 2018/4/16 2018/10/16 184 4.55% 3,412,500.00 

7 结构性存款第五十三期 40,000,000.00 2018/5/14 2018/8/14 90 4.45% 450,333.33 

8 
民生资金管理计划

（FGDA18601L) 
50,000,000.00 2018/6/28 2018/12/25 180 5.45% 1,354,930.55 

9 结构性存款第九十三期 40,000,000.00 2018/9/3 2018/12/3 90 4.00% 400,666.67 

  合计 558,000,000.00     10,394,650.19 



2 

建设银行“乾元-特享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7 年第 164 期”理

财计划（180 天） 

50,000,000.00 2017/12/29 2018/6/27 180 5.20% 1,282,191.78 

3 
结构性存款第四十

一期 
50,000,000.00 2018/4/16 2018/10/16 184 4.55% 1,137,500.00 

4 
民生资金管理计划

（FGDA18601L) 
50,000,000.00 2018/6/28 2018/12/25 180 5.45% 1,354,930.56 

5 
结构性存款定制第

十期 191 
50,000,000.00 2018/10/27 2018/12/25 70 3.70% 349,444.44 

6 

东亚银行结构性理

财（186 天）人民币

理财 

100,000,000.00 2017/12/22 2018/6/26 186 5.20% 2,686,666.67 

7 

建设银行“乾元-特享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7 年第 164 期”理

财计划（180 天） 

350,000,000.00 2017/12/29 2018/6/27 180 5.20% 8,975,342.47 

8 

建设银行“乾元-金宝

DJ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8 年第 394 期”理

财计划（175 天） 

350,000,000.00 2018/6/28 2018/12/20 175 5.30% 8,893,835.62 

9 
民生资金管理计划

（FGDA18601L) 
100,000,000.00 2018/6/28 2018/12/25 180 5.45% 2,709,861.12 

  合计 1,150,000,000.00     28,022,649.37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且尚未到期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情况如下： 

配股资金理财一览表 

序号 理财产品 金额 理财投资日 理财到期日 期限 收益率 收益 

1 

中国建设银行“乾龙-

龙悦”（按月-下旬）第

1期（定制）固定收益类

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100,000,000.00 2018/12/27 2019/2/23 58 4.40%   

2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CNYAQKF] 
200,000,000.00 2018/12/26 2019/2/28 64 3.85%   

3 
大连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018年第 196 期 3年 
200,000,000.00 2018/12/26 2019/3/26 90 3.73%   

4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 65天 
50,000,000.00 2018/12/28 2019/3/4 65 4.50%   

  合计 550,000,000.00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以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

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尚未到期的余额合计为 55,000 万元，符合相关规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且尚未到期的余额共计58,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8.13%。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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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时、准确、真实、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11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12.9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8,866.7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变

更部分）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止期末投入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审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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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年产 500万台超高

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

线项目 

未变更 32,200.00 32,200.00 — 32,416.92 100.67% 2013年 12 月 31日 
11,061.1

4 
否 否 

新建年产 600万台高效

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

项目 

未变更 40,000.00 40,000.00 2,388.48 22,986.24 57.47% 2018年 6 月 30 日 725.69 否 否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

建设项目 
未变更 7,800.00 7,800.00 124.47 5,491.89 70.41% 2016年 12 月 31日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未变更 30,000.00 27,969.99 0 27,971.74 100% — — — 否 

合计 — 110,000.00 107,969.99 2,512.95 88,866.79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新建年产500万台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报告期共计生产压缩机888.61万台，销售压缩机888.61万台，实现利润总额

11,061.14万元，较预期收益12500万元低11.51%。该项目年设计产能500万台，加西贝拉通过后续以自有资金技改扩产，并根据市场需

要增加生产班次，2018年实际产销量远远超出设计产能，产能利用率十分饱和。但是随着变频、超高效等高端压缩机产能逐步增加，产

品竞争压力逐渐增大，销售价格快速降低，且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原材料价格较项目可行性分析时所预期上涨较多，导致产品成本

上升，产品盈利能力不及预期，因此项目收益未能达到预计效益。 

2、新建年产 600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商用压缩机生产线 2014年底投产，项目二期 200万台高

效变频压缩机生产线于 2018 年底达到量产。2018年共计生产压缩机 172.75万台，销售压缩机 153.50万台，实现利润总额 725.69万元。

由于公司的商用压缩机产品市场一直处在开拓期，商用压缩机销售虽持续增长，但总量仍然不够高，目前实际产能利用尚不饱和；项目

二期建成不久，产能利用亦不饱和。因此，项目一期和二期效益未达到预期。鉴于目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已投产的募投项目产能结构

和总量已达到规划目标，目前产能利用率尚未饱和，足以支撑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市场需求，因此，原计划的项目三期建设不再投入。 

3、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原承诺“每年拟推出自主研发新产品 2项，形成专利技术 15项（其中发明

专利 5 项）”；2018 年，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推出自主研发新产品 47 项，其中前瞻性新产品 3 项，分别是线性压缩机、双级活塞式压

缩机、双级转子式冰箱压缩机，并围绕这些新产品的技术共申请并获得受理的专利 21项，其中发明专利 8项，当年取得授权 9 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8年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公司未发生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并结项，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861.97万元，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募集资金节余原因详见本报告“三、（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通过两期项目建设，产能总量和结构分量已达到规划目标，可以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第三期的建设不再需要投入。为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亿元。具体详见本报告“三、（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3,00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3.76 万元。详见本报告“三、（九）尚

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了实施方式，详见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技术研究院实施方式

的公告》。 

注 2：“本期实现的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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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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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63,958.48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5.5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20.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变

更部分）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止期末投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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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

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升

级项目 

未变更 50,000.00 50,000.00 1,360.51 5,450.22 10.90% 2020年 5 月 31 日 — — 否 

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

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未变更 15,700.00 12,520.55 505.00 1,170.05 9.35% 2020年 5 月 31 日 — — 否 

合计 — 65,700.00 62,520.55 1,865.51 6,620.27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配股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较计划进度有所放缓。（1）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升级项目。主要是因为行业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同时伴

随着采购成本的上升和产品价格的下降，盈利空间收窄，且公司现有的产能足以支撑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市场需求。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适当放缓投资进度，当前主要在能够短期见效的提质降本的关键环节进行适当投入，计划 2019年继续投入 2200 万元用于提升压缩机关键部件自制能力。（2）高效、商

用、变频压缩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主要系基于市场需求进行的应用性研发项目，由于压缩机行业竞争格局变化，变频与商用压缩机的增长速度不及预期，企业

经营压力较大，同时由于所处地域的原因，对高水平研发人员吸引存在不足，公司审慎考虑，适当放缓该项目的实施进度，计划 2019年继续投入 400万元，优先用于

购置急需的研发测试装备，同时结合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公司正在对异地设立研发机构和相应资源配套能力建设进行规划和论证，待确定后将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未发生新的配股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公司未发生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余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55,00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101.25万元。详见本报告“三、（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期实现的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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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期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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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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