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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核查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国泰君安证券”或“保

荐机构”）作为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机电”或“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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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航天机电 2015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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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33,999,909.5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8,000,000.00 元（含税）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984,667.98 元（含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14,015,241.52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全部到账，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第 711832 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724,454,835.47 元（其

中募投项目使用 1,413,559,701.52 元，归还流动资金贷款 310,720,000.00 元，银

行手续费 175,133.95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38,810,208.81 元（其中包含利

息收入 21,808,202.83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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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1、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账号：4377716340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行（账号：31050162360000000844）开

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款专用。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

安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行及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执行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海浩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浩阳”）在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账号：444271890817）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募投项目执行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文山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文山太科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账号：

450771891262），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4、募投项执行主体，公司原全资子公司金寨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寨太科”）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一支行（账号：

31050162360000001421），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5、募投项目执行主体，公司原全资子公司上海晔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晔阳”）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账号：

455971842201）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6、募投项目执行主体，公司原全资子公司砚山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砚山太科”）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账号：

442971894164），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7、募投项目（山西阳泉 50MW 项目）执行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泉太科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太科”）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第一支行（账号：31050162360000002545），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8、募投项目（增资香港上航控股实施收购韩国 eraeAMS70 %股权项目）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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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上航

控股”）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账号：02753293152900），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上述项目执行主体分别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国泰君安及本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以上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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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本公司开设的募投项目账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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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账户余额 

航天机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一支行 
31050162360000000844 1,232,719,909.50 169,552,712.98 

航天机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静安支行 
437771634043 783,280,000.00 30,732,627.81 

 
合计 

 
2,015,999,909.50 200,285,340.79 

 

项目执行主体开设的募投项目账户情况：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余额 

文山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静安支行 
450771891262 84,000,000.00 0.00 注 1 

砚山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静安支行 
442971894164 252,000,000.00 0.00 注 1 

威海浩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静安支行 
444271890817 50,000,000.00 0.00 注 1 

上海晔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静安支行 
455971842201 41,680,000.00 0.00 注 1 

金寨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

行 

31050162360000001421 49,000,000.00 0.00 注 1 

阳泉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31050162360000002545 144,379,700.00 6,3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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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

行 

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02753293152900 973,271,939.52 138,518,475.60 注 2 

 
合计 

 
1,594,331,639.52 138,524,868.02 

注 1：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 

注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航香港控股账户情况： 

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完成增资香港上航控股 151,729,977.32 美元，增资当日汇率为 6.4145。按照收购上述 70%股权

的交易安排，香港上航控股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向卖方 erae CS 公司支付了 131,549,400.00 美元，交割当日汇率为 6.3339。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户利息为 2,672.30 美元，平均汇率为 6.6174。 

币种 
初始金额① 

（汇率：6.4145） 

erae AMS 股权交割② 

（汇率：6.3339） 

利息③ 

（汇率：6.6174） 

余额（①—②+③） 

（汇率 6.8632） 

美元 151,729,977.32 131,549,866.72 2,672.30 20,182,782.90 

折合人民币元 973,271,939.52 833,223,700.82 17,683.74 138,518,4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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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724,454,835.47 元（其

中募投项目使用 1,413,559,701.52 元，归还流动资金贷款 310,720,000.00 元，银

行手续费 175,133.95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38,810,208.81 元（其中包含利

息收入 21,808,202.83 元）。公司 2018 年度及累计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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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3,39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注 1 97,765.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4,437.9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2,445.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56.26%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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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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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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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3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当前项

目实际

状态 

上海延锋 

5MW 分

布式项目  

不适用 4,168  不适用  4,168 0 4,168  0 100  2016.8 已出售 是  否 已出售 

山东威海 

5MW 分

布式项目  

部分变更 5,000  3,445.04 3,445.04  5.09 3,481.55 36.51 101.06 2016.9  3.27 是  否 
已全部 

并网 

江苏宜兴 

6MW 分

布式项目 

全部变更 5,16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合作方经营发

生变化，原自发自

用的条件发生变

化，导致收益率下

降。未开工。 

已变更 

安徽天长 

20MW 项

目 

全部变更 13,401.53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因地方政策发生变

化，存在项目投资

收益率大幅下降的

风险。未开工。 

已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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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砚山

二 期 

30MW 项

目 

部分变更 25,200 19,778.52 19,778.52 0 22,646.24 2,867.72 114.50 2015.9 已出售 是 否 已出售 

云南文山 

30MW 项

目 

部分变更 25,200 8,400 8,400 0 8,400.00 0 100 

10MW 在

2016.7 达到

可使用状态 

16.06 是 

后20MW上网标杆

电价预期大幅下

调，收益率预期下

调 

10MW

已并网 

已变更 

云南文山 

30MW 项

目（丘北） 

全部变更 25,200 0.00 0.0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上网标杆电价预期

大幅下调，收益率

预期下调 

已变更 

安徽金寨 

100MW 

项目 

部分变更 67,000 20,100. 20,100 0 4,900.00  -15,200 24.38  

30MW 在

2017.6 达到

可 使 用 状

态，2017.12

已出售 

已出售 是 

因当地政府要求电

站建设与产业配套

相结合，已终止并

变更另70MW项目

投建。 

已出售 

已变更 

山西阳泉

50MW 项

目 

不适用  14,437.97 14,437.97 14,437.81 14,437.81 -0.16 99.99 2018.8 346.19 是 否 
已全部

并网 

增资香港

上航控股

收购韩国

erae 

AMS70%

股权项目 

不适用  100,000.00 100,000.00 83,322.37 83,322.37 -16,677.63 83.32 

2018 年 1 月

31日完成韩

国 erae auto 

51%股权的

交割 

5,616.23 不适用 否 

已完成

51%股

权交割 

偿还借款 不适用 31,072  31,072 0 3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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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手续

费 
    0.31 17.51       

 

合计 — 201,401.53 — 201,401.53 97,765.58 172,445.48 -28,973.56 — — 5,981.7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山东威海 5MW 分布式项目：随着光伏技术的持续改进，光伏产品成本不断下降，受益于此，光伏发电系统

成本不断下降，本项目实际总投资成本低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募集资金节余 1,523.54 万元，详见公告

（2017-099）。2018 年 1 月 20 日，因厂房业主发生变更，新业主厂区停产改造，拉停逆变器导致全站停电。根据

厂区改造进度，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10 月起陆续恢复投产发电。 

2）江苏宜兴 6MW 分布式项目：随着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市场竞争加剧，本项目由于合同能源管理电价折扣、

屋顶租金等因素发生变化，导致原自发自用的建设条件发生变化，使得项目收益率下降，详见公告（2017-099）。 

3）安徽天长 20MW 分布式项目：随着国内光伏电站竞争区域逐步由西部地区转向中东部地区，安徽地区逐渐成

为光伏电站市场竞争的热点地区，各级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管理方式在以往的备案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全省

范围内均开始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分配项目配套资源。安徽省能源局发布《先建先得光伏电站建设形势分析

报告》，该省项目上网标杆电价预期将大幅下调，项目建设过多过快和规模指标严重不足矛盾显现，导致本项目

存在建成后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详见公告（2017-099）。 

4）云南砚山二期 30MW 项目：随着光伏技术的持续改进，光伏产品成本不断下降，受益于此，光伏发电系统成

本不断下降，本项目实际总投资成本低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募集资金节余 2,553.76 万元。详见公告（2017-099）。

云南砚山项目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出售，详见公告（2017-116）。 

5）云南文山 30MW 分布式项目：近年来，云南逐渐成为光伏电站市场竞争的热点地区，同时，云南省可再生能

源（如水电等）电力供给丰富，为规范市场，云南省物价局发布《关于征求云南省风电、光伏发电价格政策意见

的反馈》文件，要求参考云南省水电企业平均撮合成交价作为云南省风电、光伏标杆上网结算电价，这导致本项

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0MW 项目实际上网标杆电价预期将大幅下调，无法取得预期收益，收益率下降，详见公

告（2017-099）。 

6）云南丘北 30MW 分布式项目：同 4），详见公告（2017-099）。 

7）安徽金寨 100MW 项目：安徽金寨近年来逐渐成为光伏电站投资热点地区，项目资源出现暂时性短缺，100MW

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金寨地区政府发布《关于鼓励采用新能源装备制造地产品的通知》，要求企业在获取电站

项目指标的同时必须配套其他产业投资。公司在完成部分产业配套后，从综合经济效益测算，公司已终止其中

 



10 

 

70MW 项目投建，详见公告（2017-099）。安徽金寨项目在完成使用募集资金 4,900 万元后，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出售，详见公告（2017-116）。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上述相关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826.57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均发表了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

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882 号），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出具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情况之核查意见》详见公告（2016-055）。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减少财务支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归还，详见公告（2017-081）。 

2）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

控制财务风险，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归还，详见公告（2018-005）。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入定期存款存放的

公告》，拟使用不超过 7 亿元人民币资金转为定期存款。详见公告（2017-057）。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公告（2018-024）。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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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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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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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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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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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阳泉 50MW 项

目  

山东威海 5MW 

分布式项目 

江苏宜兴 6MW 

分布式项目 

安徽天长 

20MW 项目 

云南砚山二期

30MW 项目 

云南文山

30MW 项目 

云南丘北

30MW 项目 

安徽金寨

100MW 项目  

  

14,437.97 14,437.81 14,437.81 14,437.81 99.99 2018.8 346.19 是 否 

增资香港上航

控股实施收购

韩 国 erae 

AMS70% 股权

项目  

100,000  100,000 83,322.37 83,322.37 83.32 

2018 年 1 月 31

日 完 成 韩 国

erae auto 51%

股权的交割 

韩 国 erae 

auto 2018 年

2-12 月实现

净 利 润

5,616.23 万

元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4,437.97 97,760.18 97,760.18 97,760.18 — — 5,962.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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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为了更好地集中资源，贯彻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募资资金项目做部分变更。本次涉及变 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114,437.97 万

元，占 募集 资金净额 的比例为 56.82%，其中：14,437.97 万元拟用于投资建设山西阳泉 50MW 项目；100,000.00

万元拟用于增资香港上航控股实施收购韩国 erae AMS 70%股权项目。详见公告（2017-099）。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 1：“本年实现的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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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完成增资香港上航控股 151,729,977.32 美元，增资当日汇率为 6.4145，折合人民币

973,271,939.52 元。按照收购上述 70%股权的交易安排，香港上航控股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向卖方 erae CS 公司支付了 13,154.94 万美

元，完成标的公司 51%股权的交割。交割后标的公司已更名为“eraeAutomotive system Co,. Ltd.”，简称”erae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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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截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826.57 万元。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826.57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

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882 号），保荐机构

出具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之核查意见》（详

见公告 2016-055）。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减少财务支出，保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使用 6 亿元。此次借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期限届满时，

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若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增资或委贷时，公司及时将借用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度。 

此次借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

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发表了专项意见，符合监管要求，详见公

告（2016-056）。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归还，详见公告

（201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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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控制财务风险，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人民

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借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期限届满时，

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若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增资时，公司及时将借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以确保项目进度。 

本次借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

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

易。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发表了专项意见，符合监管要求，详见公

告（2017-083）。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归还，详见公告

（2018-005）。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根据募集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进度

需要，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入定期存款存放的议案》。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00.00 元在商业银行进行定期存款存放，存款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存款基准

利率。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回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董事会将授权经营层

办理有关具体事宜。公司与提供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存款本金及全部利息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以相同方式进行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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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会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公司不会从上述定期存款账户直接支取现金，也不会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公司如需支取

现金，上述定期存款必须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发表了专项意见，符合监管要求，详见公

告（2017-057）。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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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详见公司公告（2018-024）。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更好地集中资源，贯彻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17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募资资金项目做部分变更。本次涉及变更投向的总

金额为 114,437.97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56.82%，其中：14,437.97

万元拟用于投资建设山西阳泉 50MW 项目；100,000.00 万元拟用于增资香港上航

控股实施收购韩国 erae AMS70%股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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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均发表了专项意见，符合监管要求，详见公

告（2017-099）。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之“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在募投项目变更通过股东大会后，由于项目公司未及时将变更用途后的

募集资金转回至母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存在短暂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原募投项目情

形，公司发现后及时将募集资金进行了归还，该事项已于 4 月 27 日在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及时披露（详见公告

2018-024）。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贵公司在 2018 年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在变更募投

项目通过股东大会后，原募投项目的项目公司未及时将募集资金转回至贵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存在短暂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原募投项目情形，贵公司发现后项目公

司及时将募集资金进行了归还，该事项已于 4 月 27 日在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及时披露。除上述情形外，贵公司 2018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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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

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

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

实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航天机电在 2018 年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在变

更募投项目通过股东大会后，原募投项目的项目公司未及时将募集资金转回至母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存在短暂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原募投项目情形，公司发现后及

时将募集资金进行了归还，该事项已于 4 月 27 日在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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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及时披露。除上述情形外，航天机电 2018 年

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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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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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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