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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对公司 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中的“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

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和“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两个项

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并将上述募投项目余额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合

计 54,489.48万元（以实施补流时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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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16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6

日公开发行了 882.505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88,250.57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25,920,977.2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856,584,722.7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316 号《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鉴证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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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4,972.07万元。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10026号）。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1、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入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投入进

度（%） 

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 69,312.09 67,276.25 30,721.57 45.66 

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 18,938.48 18,382.22 6,081.48 33.08 

合计 88,250.57 85,658.47 36,803.05 —— 

2、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余额如

下： 

单位：元 

开户人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上海新时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9550880208641500102 246,651.79 

上海新时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70080122000155593 165,641.77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606310118 1,190,052.37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民生银行通知存款 234,000,000.0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82018800062467 211,989.51 

交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130,000,000.0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9550880092711800479 422,631.6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定期存款 150,000,000.00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嘉定支行 
98430076801200000146 19,593,292.48 

98430078801500000085 3,907,220.70 

晓奥工业智能装备（苏州）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姑苏支行 604044551 4,947,316.57 

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606567995 209,975.82 

合  计 544,894,772.66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36,803.05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

投项目资金21,830.98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4,972.07万元；

公司募投项目余额54,489.48万元（含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3,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3、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了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以及于2020年5月26日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

日常经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且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60,000万元（该额度可滚动使用）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保本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并在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2019年4月30日、2019年8月3日、2019年8

月21日、2020年4月30日和2020年5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8）、《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9-041）、《关于调整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9）、《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5）、《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7）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44）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截至目前，公司尚有闲置募集资金13,000万元用于购买银行结

构性存款尚未到期，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受托机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期 

是否

保本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154 天（黄金挂钩

看 涨 ） （ 产 品 代 码 ：

2699204283）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交通银行

上海南翔

支行 

13,000 
2020年 8月 24日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 
是 

1.35%至

2.75%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募投项目所涉行

业、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与会董事、监事一致同意公司结合当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针对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机器

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

行调整，由原计划的2018年12月31日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与会董事、监

事一致同意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针对其中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

行调整，由原计划的2019年5月31日延长至2020年5月31日。 

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与会董事、监

事一致同意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针对其中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在项

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其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由原计划的2019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与会董事、监事一

致同意在“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



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由原

计划的 2020 年 5月 31 日延长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

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8日、2019

年6月24日、2020年1月15日和2020年6月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4）、《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6）、《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6）、《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9）及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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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计划与实际投

入 

“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器人公司”）；本项目经上

海市嘉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的《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意见》（嘉发改备（2016）118号）同意备案，并经上海市嘉定区环境保护局于2016

年12月26日出具的《关于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沪114环保许管[2016]1328号）同意建设。本项目预

计完成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项目拟总投资额67,276.25万元，投向包括购置土地、

新建厂房、增加生产、测试、研发设备以及智能化技术应用等。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占计划比 

工程费用 47,678.53 17,499.61 36.70%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247.21 13,221.96 92.80% 

预备费 1,238.51 - 0% 

铺底流动资金 6,147.84 - 0% 

调整后投资总额 67,276.25 30,721.57 45.66%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项目新建厂房及内部装饰已经竣工验收，公司子公司

机器人公司已入驻新工厂并开始运行。募集资金累计投入30,721.57万元，累计投入

金额占计划比例为45.66%，募集资金余额36,554.68万元（不含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

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2、“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计划与实际投入 

“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晓奥工业

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本项目经昆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11月16日

出具的《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晓奥工业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汽车智能化柔性焊

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备案的通知》（昆发改投备案[2016]400号）同意备案，并取得昆

山市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12月26日出具的《关于对晓奥工业智能装备（苏州）有限

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昆环建[2016]3541号）同意建设。本

项目预计完成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项目拟总投资额18,382.22万元，投向包括购

置土地，新建厂房，生产、测试、研发设备以及智能制造系统及软硬件等设备购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占计划比 

工程费用 15,683.96 5,272.60 33.6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40.55 808.88 77.74% 

预备费 334.49 - 0% 

铺底流动资金 1,879.48 - 0% 

调整后投资总额 18,382.22 6,081.48 33.08%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项目整体工程建设施工阶段已基本完成，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6,081.48万元，累计投入金额占计划比例为33.08%，募集资金余额12,300.74

万元（不含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1、“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原因 

“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的投资规划制定

时间较早，是根据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发展情况等因素制定。原计

划通过购置土地、新建厂房、增加生产、测试、研发设备以及智能化技术应用，建

https://www.jianweidata.com/FilingDetail?sector=1&key%3DDotiZwrocWP%2FpFpzX5eRqyoewWKsUKoK1t79BfoVYbw%3D%26sector%3D1%26nm%3D0%26cm%3D%E5%A4%87%E6%A1%88%20%E6%9C%BA%E5%99%A8%E4%BA%BA%E5%8F%8A%E5%85%B3%E9%94%AE%E9%9B%B6%E9%83%A8%E4%BB%B6%E4%B8%8E%E8%BF%90%E5%8A%A8%E6%8E%A7%E5%88%B6%E7%B3%BB%E7%BB%9F%E4%BA%A7%E5%93%81%E6%99%BA%E8%83%BD%E5%8C%96%E5%88%B6%E9%80%A0%E9%A1%B9%E7%9B%AE%20%E5%8B%9F%E6%8A%95%26cs%3D


立完整的多关节机器人及柔性工作站智能化制造产线，高性能机器人控制器、伺服

驱动器及驱控一体机智能化制造产线，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产线，并同时

建设示教中心，为客户提供理论和实践操作培训。自本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根

据总体战略布局，结合市场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工作。但在本募投

项目实施期间，随着工业机器人下游行业景气度以及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市场上新技术、新应用、新平台及客户需求均不断更新和变化。公司通过严格控制

募投项目实施成本及费用，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减少开支，在现有的

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进，提升工艺流程，进一步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初对下游客户市场需求产生较大影响，短期内公司现有

的交付能力可以满足客户需求；且考虑到本项目大规模的软硬件及设备投资将产生

较大的折旧摊销，短期内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压力，不利于公司长远稳健发

展。 

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新

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对本募投项目重新进行了评估和判断，公司拟变更“机器人

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制造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从而缓解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

务风险，促进公司业务长期稳健发展，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由于尚余部分合同尾

款支付时间周期较长，部分资金尚未支付，后续公司对于尚未到期的合同款项在满

足付款条件时将以自有资金继续支付。 

2、“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的投资规划制定时间较早，是根据当

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发展情况等因素制定。原计划通过购置土地、新

建厂房、增加生产、测试、研发设备以及智能化技术应用，增强公司的汽车智能化

柔性焊装生产线的生产及研发能力。同时，建设VR体验室，通过虚拟现实的仿真，

实现产线的立体显示和人机交互。自本募投项目实施以来，公司积极推动本募投项

目实施，不断进行有益尝试并完善项目核心产品和技术。公司在实施本募投项目时，

通过对新购置设备实施集中采购，降低了购置成本，节约了募集资金；此外，还通

过对原有设备进行技改革新、专用设备功能升级、工艺技术改进优化等措施，在实

施了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后，技术装备水平已能够满足现有生产需求。同时，由



于在本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受中美经贸摩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环保标准切换、

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行业转型升级面临一定压力，汽车产销量

出现一定下滑，因此，近两年汽车行业景气度有所下降，客户需求、行业市场和技

术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为了更科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变

更“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从而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缓解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压

力，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保障经营业绩，促进公司业务长期稳健发展，保护公司和

股东利益。由于尚余部分合同尾款支付时间周期较长，部分资金尚未支付，后续公

司对于尚未到期的合同款项在满足付款条件时将以自有资金继续支付。 

3、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我国十四五建设期恰为《中国制造2025》后半程，是中国制造业顶层设计规划

和路线图推进的重要窗口。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加快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

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夯实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健全法律法规，

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

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

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装备的智能化是实现智能制造的突破口，当前我国

制造业在整体体系、总量等维度上已处于全球领先行列，但对核心零部件、关键材

料等上游供应链的布局上仍有短板。 

鉴于目前国内市场环境变化，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对于智能制造方向的布局，

公司拟聚焦提升智能制造业务，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细分行业垂直深耕，进行技术迭

代升级，重构行业地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余额及理财收益

和利息收入合计54,489.48万元（以实施补流时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本次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补

充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满足公司在智能制造方向开拓新业务、新



领域、新产品，承接新项目的资金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盈利水平，有效降低

财务费用和资产负债率，降低生产经营综合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为公司和股东

创造更大的效益；本次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上述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募投项目尚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同时公司将注销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等后续事宜。专户注销后，《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市场环

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审慎研究做出的合理调整，可以

有效降低业务风险和投资风险、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

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抓住新的发展机遇，促进公司健康长远发展，公司将根据发

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使用流动资金，为股东创造更大的

价值。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根据募投项目具体状况、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和实

际经营需要。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该议

案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后方可实施。相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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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规定的相关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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