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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30           证券简称：神马电力       公告编号：2020-064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延期，其中变电站复合绝缘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延期至 2021 年 9 月末，国家能源电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末。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09 号）核准，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44,490 股，每股发

行价格 5.94 元（人民币元，下同），募集资金总额为 237,864,270.60 元，扣除本

次发行费用 31,535,632.0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6,328,638.5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全部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9）

第 045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出具的《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使用比例为

90.06%，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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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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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资

金使用

进度 

1 变电站复合绝缘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15,662.40 13,610.50 86.90% 

2 国家能源电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4,970.46 4,970.46 100% 

合计 20,632.86 18,580.96 90.06%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原因及影响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

同意意见，拟将变电站复合绝缘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9 月末，拟

将国家能源电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末，项目

延期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变电站复合绝缘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变电站复合绝缘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延期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围绕产品竞争

力的提升所开展的技术革新和 2020 年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具体如下： 

（1）公司成功开发复合材料新型成型工艺并拟投入使用，新工艺能够显著

提升产品竞争力并降低设备资产投入 

在项目建设初期，针对变电站复合绝缘子的核心部件-复合材料绝缘管的生

产，公司基于技术洞察进行工艺创新，围绕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质量更稳定、

成本更低、生产周期更短等），投入开发新型的成型工艺以替代传统的湿法缠绕

工艺。从工艺设计到装备开发（设备、模具），再从样品验证到小批试制，最后

到产线的布局设计，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项目建设进度的延后，但能够以更低的

设备资产投入实现既定的产能规模，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生产成

本、缩短生产周期，目前该工艺已顺利完成产品中试并进入装备购置和生产线全

面搭建阶段。 

新旧两种工艺在工序流程和经济性方面的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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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较于传统湿法缠绕成型工艺，新型成型工艺流程更短、效率更高 

传统复合材料湿法缠绕成型工艺如下： 

 

复合材料新型成型工艺如下： 

 

通过上述的工序对比，可以发现，新型成型工艺相对湿法缠绕工艺可以省去

多道加工工序，大大缩短了整个生产流程，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在材料利用

率、环境友好、能耗节约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B. 相较于传统湿法缠绕成型工艺，新型成型工艺更具经济性 

生产加工周期更短：以 130*147*1000 规格产品为例，湿法缠绕工艺由于过

程工序较多（其中，预成型、固化、车削工艺均为长周期工序）、繁琐，并且需

对半成品吊运转移，单根产品生产周期可达到 20-26h；而新型成型工艺中产品自

原材料到成品切割均可在生产线上完成，单根产品生产周期仅为 3-4h，极大程度

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 

材料利用率更高：湿法缠绕工艺生产绝缘管由于其成型特点，无法消除制品

两端包角余量及制品外圆固化余量，材料利用率一般最高仅可达到 50-70%，而

新型成型工艺生产的绝缘管由于其固化工艺加工性，制品出固化模具后保留了材

料（特别是增强纤维材料）高强度的性能，材料利用率可达到 95%以上。在保证

性能优势的前提下，极大的极高了材料利用率。 

单位产品能耗更低：湿法缠绕成型工艺需要多种工件装备配合，且能源效率

利用率不高、存在大量浪费。而新型成型工艺仅需在加热模具及拉纱缠等设备上

产生能耗，且由于其自动连续生产，对设备能源做到极大连续应用，单位能耗最

烘纱、烘芯膜、配胶

脱膜

固化

吊运
清洗
芯模

涂脱
膜剂

制衬 缠绕

平端面 取总 切包角 停放车外圆
车胶
装槽

安装调试 拉纱缠 机加工



4 

 

高可降低 50%。生产用工更加精简：湿法缠绕工艺由于其工艺路线及成型过程多

步骤多工序需求，涉及多工种操作人员且对员工操作、工作强度均有较高要求，

而新型成型工艺，只需在开机准备工作中完成开机前的安装调试工作，生产过程

中跟进异常即可，员工需求人数大大减少，同时生产过程劳动强度低，对员工技

能操作要求也大大减少，同时也可满足多线产品并列操作，大大降低过程操作人

员工作投入。 

装备投入和厂房占地更少：采用湿法缠绕工艺成型集合多类型装备需求，同

时由于多工序流转，产品及装备也占据较多的生产厂房。相比而言，新型成型工

艺仅需成型模具及牵引装备，装备需求少，设备资产投入大幅降低，另外由于生

产产线紧密规整，减少产品工序间流转，可降低厂房占地需求。 

综上，相比湿法缠绕成型，新型成型工艺由于其自动化生产程度高、产品性

能稳定、生产工序少，在技术、工艺、装备、物流、维保、生产、管理等围绕产

品生产的业务人员投入也存在大幅度精简。因此使用新型成型工艺可以极大提升

产品经济性，是后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支撑保障。 

（2）2020 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对复工复产的影响 

2020 年年初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募投项目土建工程的复工和生产设备

的采买、安装与调试均有延期，合同谈判、设备生产、运输和交付均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新冠疫情对项目整体进度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2、国家能源电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国家能源电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延期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完

善整体研发规划、优化实验室定位和 2020 年新冠疫情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

具体如下： 

（1）完善整体研发规划 

公司一直聚焦于电力行业所存在的痛点问题，大力开展材料创新、工艺创新

和设计创新，制定了围绕电力复合外绝缘产品展开的研发规划。随着时间推进及

技术革新，公司在原有的规划基础上不断进行拓展和延伸。例如，复合材料的湿

法缠绕成型工艺，虽然还有一些技术工艺突破点值得去挖掘，但是限于工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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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改进空间有限。而新的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则是颠覆性的改变，可大幅度

提升产品性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公司及时调整了研发布局规

划，取消了湿法缠绕研发配套装备，引进高精度生产设备并进行装备二次开发，

基于新装备自主研发新的复合材料成型工艺体系。诸如此类调整都不是简单的取

消或是替代，需要进行研发项目调整、研发装备调研和选型以及结合装备的二次

开发进程，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这种主动的研发规划调整，是导致项目

延期的原因之一。 

（2）优化实验室定位 

实验室原规划为公司内部研发和测试使用，为了充分利用试验资源，为全行

业开放服务，考虑同步申请 CNAS 认证实验室资质。实验室不仅要考虑自身试

验需求，还要兼顾对外的试验能力，同时满足 CNAS 认证实验室的规范要求，

因此对整个实验室规划布局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以上为导致项目延期的原因之二。 

（3）新冠疫情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 

实验室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不仅考虑自身当下的研发体系需求，还

要兼顾未来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更重要是学习借鉴国内外顶尖

研发机构的成熟经验，而优秀的实验室和精密仪器的供应商大部分在国内和国际

的一线城市，2020 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导致公司对顶尖研发机构现场考察计划

延迟。国外的疫情及贸易摩擦导致进口精密仪器交付时间大幅度延期，部分美国

品牌的精密仪器甚至无法提供确切交付周期，目前正在切换为其他具备可靠资质

的供应商。新冠疫情及国际贸易摩擦是导致项目延期的原因之三。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仅涉及项目时间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

规划与股东长远利益。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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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组织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四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变电站复合绝缘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9 月末，将国家能源电

力绝缘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无异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性

决策，仅涉及项目时间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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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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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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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性决策，仅涉及项目时间

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变更，不会导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会对项目已实施部分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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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