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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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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掌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5 号文）的核

准，公司于 2016 年 9 月向泰达宏利安徽国资定向增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等 3 名

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9,698,794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3.28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66,000.00万元（含预计发行费用 3,000.00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9月到账。上述资金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6]4658、会验字[2016]4659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储存管理。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6,192.93

万元（含含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及利息净收入 192.93 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合计为 0.00 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



了《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

用。 

2016 年 9 月，公司和国元证券分别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在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

3401040160000241175），兴业银行合肥青阳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499090100100018954）。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存入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备注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3401040160000241175 54,642.00 — 已销户 

兴业银行合肥青阳路支行 499090100100018954 9,158.00 — 已销户 

合计  63,800.00 —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承诺投资的项目，详见本报告附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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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用于“补充合锻智能流动资

金” 

（1）变更原因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的预计金额为 3,000 万元，实际

金额为 2,535.38万元（截止 2017年 2月 28 日已全部支付完毕），故结余 464.62

万元。为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济效益，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公司拟将 464.62元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决策程序 



2017 年 3 月 28 日、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终止“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合锻智能流动

资金” 

（1）变更原因 

“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自获得批复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密

关注金属成形机床行业发展趋势和变化格局，慎重推进项目建设。 

近年来，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深入，全行业在分化中加速调整转型的

步伐，继续承受经济下行压力，上游原材料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压缩产品盈利空

间，而下游用户市场随着国家刺激政策和措施的退出及去杠杆的持续落实，投资

活跃程度下降，尤其是汽车行业需求未达到预期，未来市场存在不确定风险因素，

金属成形机床行业运行持续承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的的不利影响，下行压力明

显。 

另一方面，公司对原有的产品研发中心大楼和试验室实施改造，并通过与知

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打造了多位一体的研发体系。同时，公司与子公司安徽中

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光电”）在技术研发领域具有一定的

交叉和协同效应基础，且其已具有设施较好的研发场所,因此公司逐步加强了与

中科光电在技术场所、设施设备及研发人员等方面的优化调整。目前公司及中科

光电的研发场所已能够满足公司现阶段研发项目的技术和硬件支持需求。 

综上，公司综合考虑行业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实际情况，为更好的保护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并将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9,306.11 万元（包括利息、理财收益等，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决策程序 

2020 年 2 月 28 日、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99,949,773.56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出具的会专字[2016]4728 号《关于合肥合锻

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99,949,773.56元人民币。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3,100.00 9,834.60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3,000.00 160.38 

合计 26,100.00 9,994.98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

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通过补充营运资金缺口，降低公司资金流动性风险，降

低偿债风险，同时提升公司资本规模，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求，增强公司发

展后劲，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的

情况。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中科光电就资产过户事宜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了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合锻智能持有中科光电

100%股权。 

（二）购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科光电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资产总额 26,717.75 29,918.57 38,337.64 46,235.16 60,200.79 67,653.97 

负债总额 13,194.76 11,582.35 14,524.24 16,772.05 25,269.95 29,199.14 

净资产 13,522.99 18,336.22 23,813.40 29,463.11 34,930.84 38,454.83 

（三）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交易完成后，中科光电运营稳定。按照中科光电的业绩承诺，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数指合锻智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中科光电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700.00万元、4,500.00 万元和 5,500.00万元。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会

专字[2018]2790 号），经审计的中科光电 2015-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

积净利润为 13,030.69 万元，已超额实现累积业绩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一致。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66,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6,192.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9,580.6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14.52% 
2020 年：9,308.91 

 

 

2019 年：7.80 

 

 

2018 年：14.22 

 

 

2017 年：604.62 

 

 

 
2016 年：56,2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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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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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3,100.00 23,100.00 23,100.00 23,100.00 23,100.00 23,100.00 
 

2016-2-1  
 



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3,000.00 2,535.38 2,535.38 3,000.00 2,535.38 2,535.38 
   

3 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9,158.00 42.02 42.02 9,158.00 42.02 42.02  不适用   

4 补充合锻智能流动资金 补充合锻智能流动资金 30,742.00 40,322.60 40,515.53 30,742.00 40,322.60 40,515.53 192.93 
  

 合计 66,000.00 66,000.00 66,192.93 66,000.00 66,000.00 66,192.93 192.93 
  

注：“实际投资金额”、“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均包含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及利息收入。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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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不适用 注 5,275.51 4,673.36 2,877.03 22,946.07 注 

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补充合锻智能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根据本公司与中科光电原股东段启掌、张存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玲、朱恒书签订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段启掌、张存爱等 11

位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承诺中科光电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指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中科

光电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700 万元、4,500 万元、5,500 万元。

若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段启掌、张存爱等 11 位交易对方应

当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中科光电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为 3,048.43 万元、4,711.28 万

元、5,270.98 万元,经审计的中科光电 2015-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积净利润为 13,030.69 万元，已超额实现累积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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