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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851 号）核准，公司本次可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5,600,640 股新股。公司

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55,600,640 股，向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共五家定向投资者定向募集，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8.53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27,273,459.2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

民币 23,000,000.00 元（含税）后的募集金额为 1,304,273,459.20 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汇入本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南明支行（账号为

2402004829200278872）、中信银行贵阳金阳支行（账号为 8113201013000092802）以及中

国农业银行乌当支行（账号为 23210001040014056）的人民币账户。扣除律师费用1,100,000.00

元（含税），审计以及验资费用 1,630,000.00 元（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301,543,459.2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

字[2019]第 ZA15900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的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募集

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南明支行 2402004829200278872 
504,273,459.20 300,000,372.25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贵阳金阳支行 8113201013000092802 
300,000,000.00 225,352,503.32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乌当支行 23210001040014056 
500,000,000.00 137,806,195.31 

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原县支行 61050163720800001377  3,374,360.67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乌当支行 23210001040014080  13,481,194.20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黔中支行 23441001040013489  13,951,008.66 

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小河支行 2402006009003500919  7,943,479.86 

合   计   1,304,273,459.20 701,909,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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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和当前余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327,273,459.20 

减：发行费用 25,73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1,301,543,459.20 

 减：募投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615,355,242.75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银行手续费 
15,720,897.82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01,909,114.27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不存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

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自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213,121,482.42 元（其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212,851,482.42元，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之律师费为 270,000.00元）。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不存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闲置资金使用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

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根据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西安新区先进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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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0.21%，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10.73 年（含

建设期）；“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 10.2%。税后投

资回收期为 10.2 年；“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预计税后投

资内部收益率为 15.43%，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9.4 年（含建设期）；“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

换器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3.9%，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8

年（含建设期）。                     

2、“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3、“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4、“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5、“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不存在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的情况。 

（三）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不存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闲置资金使用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的情况。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4 页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0,154.3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1,535.5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1,535.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2020 年：        61,535.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75,154.35   75,154.35  24,005.27  75,154.35   75,154.35  24,005.27 

 

51,149.08 
2023 年 9 月 

2 
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

设项目 

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

设项目 
 40,000.00   40,000.00  

        

30,207.49  

 

 40,000.00   40,000.00  

        

30,207.49  

 

 

9,792.51 2021 年 12 月 

3 
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

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

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0,000.00   10,000.00  

         

4,196.43  

 

 10,000.00   10,000.00  

         

4,196.43  

 

 

5,803.57 2022 年 12 月 

4 
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

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

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5,000.00   5,000.00  3,126.33  5,000.00   5,000.00  3,126.33 

 

1,873.67 
2022 年 3 月 

合计  130,154.35  130,154.35 61,535.52  130,154.35  130,154.35 61,535.52 68,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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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注 1）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注 2）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2019 2020 

1 
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不适用 
税后投资内部

收益率 10.2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不适用 
税后投资内部

收益率 10.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件配套生

产能力建设项目 
不适用 

税后投资内部

收益率 15.4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及集成生

产能力建设项目 
不适用 

税后投资内部

收益率 13.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根据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0.21%，税

后投资回收期为 10.73 年（含建设期）；“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 10.2%。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10.2 年；“国家重点

装备关键液压基础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5.43%，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9.4年（含建设期）；“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

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预计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3.9%，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8年（含建设期）。                     

注 2：“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国

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

未产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