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密控股”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中密控股募集资

金 202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54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34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34.60 元/股，公司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46,156.4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165.18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991.22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5﹞810082 号《验资报告》验证。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5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494,252 股，发行价格 40.0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459,999,965.04 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11,499,999.13 元(含税)后的余额人民币

448,499,965.91 元，已全部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459,999,965.04 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税）14,243,395.41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5,756,569.6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

XYZH/2020CDAA60012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35,091,926.72 元，其

中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 12,147,835.17 元，募集资金余额 454,170,625.30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21,563,965.04 

减：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发行费用

（注） 
63,151,752.46 

减：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435,091,926.72 

其中：本期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12,147,835.17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30,856,772.58 

减：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手续费支出 6,433.1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54,170,625.30 

注：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有发行费用 2,743,396.28 元未支

付。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四川日机密封件有限责

任公司（原四川桑尼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机密封）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侯支行（以下合称“专户存储银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金证券”）于 2015 年 7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国金证券和上

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均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应义务，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专款专用。 

（2）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优泰科（苏州）密封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泰科”）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国金证券于 2018 年 1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国金证券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支行均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应义务，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

批，专款专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无余额。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终止

与国金证券的保荐协议，国金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承接，国金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督导责任。

公司及子公司日机密封与国泰君安于 2020年 8 月 26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滨江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分别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募集资金存放账户未发生变化。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拟收购子公司自贡新地佩尔阀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地佩尔”）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于 2021 年 1 月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支行、成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新地佩尔、国

泰君安和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均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应义务，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专款专用。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相关规

定和要求，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储金额 截至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滨江支行 
4402265429100009829 70,000,000.00 -- 已注销(注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滨江支行 
4402265429100009953 68,865,446.67 3,138,306.32 活期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

支行 
1001300000413752 271,046,800.00 2,532,553.07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滨江支行 
4402265429100173671 198,499,965.91 198,499,765.91 活期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

支行 
1001829000004102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侯科技园支行 
4402265434000001044 -- -- 已注销(注 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

支行 
1001480000029135 -- -- 

定期存款(注
2)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1899300000185 -- -- 已注销(注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贡分行 
22100201040029335 -- -- 活期(注 4) 

合计 
 

858,412,212.58 454,170,625.30 
 

注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支行（账号：4402265429100009829）账户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

注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科技园支行（账号：4402265434000001044）账户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注销； 

注 2：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账号：1001480000029135）定期存款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到期后，

全部转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账号：1001300000413752）。 

注 3：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账号：51899300000185）账户于 2018 年 6 月 7 日

注销。 

注 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账号：22100201040029335）系拟收购子公司新地佩尔开设的

募集资金账户，于 2021 年 1 月新开立。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

其中，募投项目“向优泰科增资项目”是用于解决优泰科迁建项目的部分资金需

求，因此无法单独核算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除此之外，其他的募投项目不存在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到位，尚未投入使用，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7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变

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生

产基地项目”或“原募投项目”）中尚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 17,041 万元，公

司自有资金 659 万元，合计 17,700 万元用于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同意变更“生

产基地项目”中尚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 1,644 万元用于收购完成后向优泰科增

资，支付其迁建项目部分工程尾款及部分设备购置款，共计变更“生产基地项目”

募集资金 18,685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国金）对此分别发

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审核意见和核查意见。 

实施地点，由四川省仁寿县变更为江苏省苏州市。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收购华阳密封股权的议

案》，同意变更“生产基地项目”中尚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用于

支付收购大连华阳密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部分对价款。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和保荐机构（国金）对此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审核意见和核查意见。 

实施地点，由四川省仁寿县变更为辽宁省大连市。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

资金 88,467,768.50 元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国金）发表同意的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810093 号鉴证报告。 

上述资金置换工作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执行完毕。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尚未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高参数机械密封扩能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高参数技改项目”）

节余资金永久弥补流动资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高参数机械密封扩能改造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高参数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873.84

万元（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完成本项目专户注销手续。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国金）发表同意的核查意见。 

2、“高参数技改项目”节余资金调整存放于“生产基地项目”专用账户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

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转入募投项目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项目专用

账户的议案》，同意将“高参数技改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包含截至实际转入

日的利息及理财收入）转入“生产基地项目”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金）发表同意的核查意见。 

2016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将“高参数技改项目”节余及利息合计 28,797,690.59

元转入“生产基地项目专户”（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账户，账号：

1001300000413752）。 

（六）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454,170,625.30 元，均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 

本报告期，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详

见“附表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未变更资金使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

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

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中密控股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包

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沟通交流等。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密控股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

行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

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情况。保荐机构对中密控股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无异议。 

  



 

附表 1：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991.22 
本报告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1,214.7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43,509.2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685.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9.9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 报 告 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高参数机械密封扩能技术改造项目 是 7,000.00 4,120.23  4,223.29 102.50% 
2016 年 6 月

30 日 
2,996.42 20,790.88 是 否 

2.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项目 是 34,000.00  8,194.77 1,214.78 10,600.91  129.36%  -- -- 否 否 

3.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项目 否  17,041.00  17,041.00 100.00%  1,631.46 6,617.48 是 否 

4.向优泰科增资项目 否  1,644.00  1,644.00 100.00% 
2019 年 3 月

31 日 
-- -- 不适用 否 

5.收购华阳密封股权的部分对价款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  1,931.02 4,376.23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1,000.00 41,000.00 1,214.78 43,509.20   6,558.90 31,784.59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41,000.00 41,000.00 1,214.78 43,509.20   6,558.90 31,784.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项目：2011 年，基于当时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但产能严重不足的情况，公司决定对本项目立项。

立项后，公司陆续投入自有资金 4,700 多万元进行一期工程项目建设，完成了 17,000 余平米的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自 2015

年初起，由于受宏观经济下滑影响，石油化工、煤化工、电力等行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滑，景气度持续低迷的情况，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逐渐发

生了不利变化。本着为股东负责任、防范经营风险的原则，经审慎考虑，决定放缓本项目建设进度。为使募集资金尽快产生效益，2017 年 12 月，在公

司并购基金云石卓越收购并规范培育了一年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优泰科股权，完成收购后向其增资以加快生产、研发能力建

设，共计变更生产基地项目 18,685 万元。经审计，优泰科 2016 年至 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121.07 万元，占交易承诺业绩 5,050 万元的

101.41%，完成了业绩承诺，变更募集资金达到预期效益。近年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石油化工等行业逐渐回暖，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长显著。公司

面对在手订单迅速增长、生产交付压力大、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为尽快提升产能缓解生产压力，公司决定加快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截至 2018 年底，在

生产基地项目实施的第二期产能扩张计划已基本达产，为公司连续两年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日机密封是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大部分产能用于为公司提供产品的生产制造，由公司本部完成最终销售，因此，生产基地项目产生的效益要结合公司收入利润的增长情

况来测算。2018 年 6 月，公司抓住产业整合的良机，以 26,000 万元（其中变更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完成了对华阳密封的收购，并在华阳密封增扩产

能。收购华阳密封不仅获得了华阳密封的业务、技术和团队，也迅速提升了公司的整体产能，为未来公司的持续快速增长打下基础，变更的募集资金充

分发挥了作用。虽然单独计算生产基地项目为公司整体收益带来的影响没能达到项目的设计指标，但结合公司变更募集资金完成对华阳密封和优泰科的

收购情况分析，公司收入利润持续快速增长说明生产基地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已充分产生效益。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已达 106%，达到

计划目标。剩余少量募集资金仍将继续投入生产基地项目的后续建设，不足资金公司将自筹解决。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原“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项目”实施地点为四川省仁寿县,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和向优泰科增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江苏

省苏州市；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收购华阳密封股权的部分对价款，实施地点变更为辽宁省大连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5 年 7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88,467,768.50 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金）发表同意的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810093 号鉴证报告。上述资金置换工作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执行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高参数机械密封扩能技术改造项目共计结余 2,878.09 万元，其中项目结余 2,776.71 万元，尚未使用资金利息及收益 101.38 万元。结余原因为系公司管

理创新、工艺创新等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大大提高了设备利用率，从而减少了设备的采购金额。 

该结余募集资金 2,879.77 万元（结余资金 2,878.09 万元和活期利息收入 1.68 万元）已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转入募投项目“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

项目专用账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本报告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附表 2：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575.66 
本报告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 报 告 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收购新地佩尔 100%股权项目 否 21,000.00 21,000.00       不适用 否 

2.增资新地佩尔项目—阀门研发中心

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3,800.00 3,800.00       不适用 否 

3.机械密封产品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

造项目 
否 7,500.00 7,500.00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700.00 13,7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6,000.00 46,000.00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46,000.00 46,0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均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附表 3：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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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项目 
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

基地项目 
17,041.00 0 17,041.00 100.00%  1,631.46 是 否 

2.向优泰科增资项目 
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

基地项目 
1,644.00 0 1,644.00 100.00% 

2019 年 3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3.收购华阳密封股权的部分

对价款 

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

基地项目 
10,000.00 0 10,000.00 100.00%  1,932.51 是 否 

合计 -- 28,685.00 0 28,685.00 -- -- 3,563.9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募集资金到账时，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已发生不利变化，为防范风险、保证募集资金得到高效使用，公司决定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2017 年 12 月，在公司并购基金云石卓越收购并规范培育了一年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完成

收购后向其增资以加快其生产、研发能力建设。收购优泰科不仅能使公司快速切入新的密封领域，提高公司整体规模效应，还能丰

富公司产品系列，大幅度提升公司的市场空间。经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生产基地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部分资金 17,041 万元，公司自有资金 659 万元，合计 17,700 万元用于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变更生产基地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中的部分资金 1,644 万元，用于收购完成后向优泰科增资，共计变更生产基地项目 18,68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股权并对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2、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收购华阳密封股权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中尚未使用的部分资金 10,000 万元，以及向银行

申请并购贷款 13,000 万元和使用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合计 26,000 万元用于现金收购华阳密封 100%股权。华阳密封的产品属于机械

密封的中、高端系列，技术能力强，是公司近年来在高端产品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对手之一，在釜用密封领域具有突出的领先优势。

华阳密封与公司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以及市场等多个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本次对华阳密封的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



 

合公司的长期利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收购华阳密封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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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周丽涛 薛波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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