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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修订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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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2020年

10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对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

书（申报稿）》及其他相关申请文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现就本次修订涉

及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募集说明书的补充 

释义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普通术语 更新募集说明书内容的修订，新增了释义内容 

 

第一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根据公司董监高换届选举情况，更新了发行人董事

会秘书 

2 

“二、股本结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

况”之“（一）前十大

股东持股情况” 

更新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

况 

3 

“二、股本结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

况”之“（二）控股股

东情况介绍”之“1、

更新了控股股东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的主要财务

数据 



控股股东基本信息” 

4 

“二、股本结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

况”之“（三）实际控

制人基本情况介绍” 

更新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简历 

5 

“五、科技创新水平以

及保持科技创新能力的

机制或措施”之

“（一）公司科技创新

水平” 

更新了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取得的专利数

量 

 

第二章 本次证券发行概要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七、本次发行取得批准

的情况及尚需呈报批准

的程序 

本次发行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审核通，相应修改了本次发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第三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

用具体情况”之“（一）

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

研发制造一期项目”之

“4、公司的实施能力” 

更新了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在职人员数量及占

比情况 

2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

用具体情况”之“（一）

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

研发制造一期项目”之

“7、项目实施计划” 

补充了： 

“根据募投项目用地、备案以及环评等情况，本次募投

项目的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已于 2020年第三季度开展前期的方案设计及准

备工作，已完成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项目备案手续； 

（2）于 2020年第四季度开展土地购置、厂房建设及

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工作，已完成项目环评批复，已

就项目部分设备下达采购订单，正在开展土地挂牌转

让流程； 

（3）预计于 2021年第一季度启动人员招聘培训工作； 

（4）预计于 2021 年第二季度项目一期投产； 

（5）预计于 2022 年第二季度项目二期投产。” 

3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

用具体情况”之“（一）

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

研发制造一期项目”之

修订了： 

“9、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报批事项的说明 

（1）本次募投项目的土地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共计 272.79 亩（181,859 ㎡），公司



“9、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涉及报批事项的说明” 

已合法取得募投项目土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皋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本次募投项目土地与公司现

有土地合并出具了《不动产权证书》。2021年 1月 14

日，宏茂铸钢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如皋

市不动产权第 0001110 号），权利所有人为如皋市宏

茂铸钢有限公司，坐落如皋市长江镇创业路八号，用

途为工业用地，面积为宗地面积 323,716.00 ㎡（包括

本次募投项目用地 181,859 ㎡、公司现有其他土地

141,857 ㎡）/房屋建筑面积 53,332.55 ㎡，权利类型为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取/房屋所有权，使用期限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2064年 11月 13日止。 

（2）项目备案的具体安排、进度及相关依据 

2020 年 8 月 17 日，如皋市行政审批局核发《江苏省

投资项目备案证》（皋行审备【2020】211号），对“宏

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予以备案。 

（3）环评批复的具体安排、进度及相关依据 

2020 年 10 月 9 日，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关于对

如皋市宏茂铸钢有限公司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

发制造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皋行审环

书复【2020】27 号），宏茂铸钢年产新能源高端装备

零部件 15 万吨项目在评价地点（如皋市长江镇通讯

园区地段）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本次募投项目已取

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4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属于科创领域 

补充了：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创领域 

（一）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 

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将建成年产 15万吨海上风电铸件精加工生

产线，为新能源大型风电领域提供大型铸件部件产

品，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创领域。 

1、新能源大型风电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战略性新

兴行业 

随着新能源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和风电机组制造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风电机组的单机功率也在不断提

高，大兆瓦风电机组凭借单机发电量多、单位发电量

成本低等优势已成为当前新能源风电行业的发展趋

势。与新能源风电发展更加成熟的欧洲相比，当前我

国在大兆瓦风电机组的研发和运用等方面尚存在较

大的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大兆瓦风电机组对我国新

能源风电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发改委、工

信部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支持新能源大型风电

的发展，明确将风能发电机装备及零部件制造列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此外，新能源大型风电属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



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新能源

领域，主要包括先进核电、大型风电、高效光电光热、

高效储能及相关服务等”。 

2、本项目实现大型风电铸件全流程自主可控，是公司

发展新能源大型风电的必要环节 

大型海上风电铸件是集配料、熔炼、铸造、精加工等

工序于一体的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原材料经熔炼后铸

造成毛坯件，再经过精加工后形成最终产品交付客

户。随着核心零部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以及对

产品的配合面加工精度、强度、抗疲劳性、可靠性等

性能指标要求不断提高，下游客户更倾向于选择技术

实力雄厚、品控能力强、具备“一站式”交付能力的供

应商合作。公司目前已实现大型铸件毛坯件批量化生

产，但后端精加工环节的产能不能匹配和覆盖前端毛

坯件产能，而传统的外协加工配套企业往往因规模化

程度一般、资金实力受限，无力匹配大型精密加工设

备及对应的操作管理人才，技术水平和加工精度相对

较低，加工能力和加工效率也相对有限，无法满足公

司大型铸件产品批量化精加工需求。因此，公司向铸

件精加工工序继续延伸，将提高风电铸件产品精加工

产能，实现大型风电铸件产品批量化生产及全流程自

主可控，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提高整体交付能力。 

3、大型风电铸件各项技术指标均要求较高，具有科创

属性 

大型风电铸件是大兆瓦风电机组供应链的重要组成

部分，轮毂、弯头、偏航支座等铸件部件可为风电机

组整体提供支撑、保护等功能。由于风电机组长期暴

露在野外复杂恶劣环境下，风电铸件自身要具有很好

的防腐、防晒等性能；同时风电机组大功率、大型化

发展趋势愈发明显，与之匹配的风电铸件尺寸、重量

都随之提高，导致对大型风电铸件产品的尺寸精度、

壁厚误差、探伤水平、金属强度、抗疲劳性、可靠性

等性能指标的要求更加严苛，这不仅考验了风电铸件

生产企业的工艺设计、计算机软件模拟、熔炼水平（有

害元素控制、杂质提纯等工艺）、球墨铸铁（特别是球

化、孕育处理）及 UT/MT无损检测水平，更对企业的

毛坯铸件后端精加工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湛、

稳定的精加工水平也是保证后续风电整机组装、高空

吊装成功率和风机运行稳定性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

风电机组在向大型、精密方向发展，风电铸件的单重、

尺寸规格也在逐渐增大，精加工的精度水平不断提

高，对包括公司在内的风电大型铸件生产企业的精加

工工艺、技工经验、设备以及生产管理能力均有较高



的要求。 

公司将实际生产经验与计算机模拟软件系统有机结

合，提高了风电大型铸件开发的一次合格率，缩短了

产品试制周期。公司凭借多年来在特钢材料方面的技

术积累，实现了熔炼过程中硅（Si）、锰（Mn）、磷（P）

等微量元素成分的精确控制，公司技术人员对铸件性

能进行了深入试验研究，采用铁水净化和预处理等技

术，并通过对浇铸流速和温度的经验控制，在单件浇

重 60 吨以上的情况下有效规避了铸造孕育及球化衰

退、厚大断面球铁石墨畸变的产生，同时有效解决了

行业中常见的铸件缩松、夹砂、夹渣、气孔类缺陷等

技术难点问题，使铸件产品在抗拉强度≥400MPa、屈

服强度≥250MPa、延伸率≥18%条件下满足低温冲击要

求。在精加工方面，公司基于多年来积累的生产经验，

根据风电铸件尺寸大、工序多的特性对各类先进生产

设备机位、加工顺序流程进行生产线优化配置，通过

单机位定向、多机位连续实行了超大型铸件成型到成

品加工的工业自动化；同时公司在风电大型铸件铸造

毛坯精加工过程中应用了数控加工技术、特殊处理工

艺，如在兼顾金属力学性能情况下通过对粗加工余

量、切削深度与进给量的经验控制，提升了精加工过

程中刀具寿命耐用度和切削效率，降低了精加工成

本；通过涂装工艺处理提升铸件产品的耐蚀性、耐热

性；通过无损检测及时发现结构制造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超标缺陷，确保每道工序的制造质量符合设计要

求，把控产品的质量要求，提高了铸件尺寸精度。与

其它中小型铸件精加生产线相比，本次募投项目拟购

置的落地镗铣床、数控立车、龙门加工中心等设备，

属于国内外先进的精加工设备，设备的载荷能力、加

工速度、精度等性能参数及与之配套的工艺方案、品

控方案，拟参与工人的技术经验及生产管理能力，均

有明显优势。风电大型铸件各项技术指标难度较高，

目前仅有日月股份等少数企业具有相应的能力。 

综上所述，宏茂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一期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创领域。 

（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生产覆盖材料熔炼、成型、热处理和精加工的全

部工艺，产品生产周期较长，在各生产环节存货均形

成一定的累积，对营运资金形成一定的占用。而公司

下游客户大都资信状况良好且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

享有一定信用期。随着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公司对营

运资金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将得到有效支持，资产结构更



加稳健，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

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所属领域一

致，为科创领域。” 

 

第四章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无  

 

第五章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四、募投项目风险” 

补充了： 

“(三)单一客户销售占比较高及新客户开拓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前，受限于公司风电铸件现有产能

较低，公司风电铸件目前仅对明阳智能、东方风电实

现销售，其中对明阳智能的销售占比较高。截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风电铸件在手订单 93,461.14 万

元，其中 91,465.40 万元来自于明阳智能，公司风电铸

件下游客户结构较为单一。虽然公司正在积极开拓新

能源风电行业其他主机厂客户及其他大型重工装备

客户，但仍然存在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公司未能有效

开拓新增客户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四）海外市场开拓风险 

近年来全球风电行业高速发展，海外风电市场空间较

为广阔。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海外市场的销售将成

为公司消化新增产能的潜在渠道之一。现阶段公司尚

未就本次募投项目的产品与海外客户开展合作，如未

来公司未能有效开拓海外客户，或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及贸易政策等发生不利变化，则可能对公司借助海

外市场消化新增产能产生不利影响。” 

2 

“二、经营风险”之

“（一）原材料价格波

动风险” 

更新了 2020 年 1-9 月公司废钢采购占比情况 

3 
“三、财务风险”之

“（一）存货减值风险” 

更新了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及占流

动资产的比例情况 

4 

“三、财务风险”之

“（二）应收账款无法收

回的风险” 

更新了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及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情况 

5 
“三、财务风险”之

“（三）税收优惠政策变
更新了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办理进展情况 



动的风险” 

6 “四、募投项目风险”  

补充了： 

“（三）单一客户销售占比较高及新客户开拓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前，受限于公司风电铸件现有产能

较低，公司风电铸件目前仅对明阳智能、东方风电实

现销售，其中对明阳智能的销售占比较高。截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风电铸件在手订单 93,461.14 万

元，其中 91,465.40 万元来自于明阳智能，公司风电铸

件下游客户结构较为单一。虽然公司正在积极开拓新

能源风电行业其他主机厂客户及其他大型重工装备

客户，但仍然存在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公司未能有效

开拓新增客户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四）海外市场开拓风险 

近年来全球风电行业高速发展，海外风电市场空间较

为广阔。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海外市场的销售将成

为公司消化新增产能的潜在渠道之一。现阶段公司尚

未就本次募投项目的产品与海外客户开展合作，如未

来公司未能有效开拓海外客户，或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及贸易政策等发生不利变化，则可能对公司借助海

外市场消化新增产能产生不利影响。” 

7 “四、募投项目风险”  
根据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情况，删除了“无法

取得募投项目土地风险”风险因素 

 

第六章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声明 

序号 修订位置 修订情况 

1 

一、发行人及全体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声明 

由董监高换届选取后的新任董监高出具声明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中其他内容无修订，并形成《张家港广大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二、其他申请文件的修订 

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相应也进行了更新修订。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