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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00                    证券简称：道森股份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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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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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规定编

制了公司 2020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2015 年 6 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67 号文核准，核准

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00 万股。2015 年 12 月 1 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00 万股，每股价格为 10.95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6,940.00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 5,324.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616.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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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15）第 115677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使用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以前年度 

发生金额 

本年度 

发生金额 

累计发生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516,160,000.00 

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到期收回本金 2,530,940,000.00 520,250,000.00 3,051,190,000.00 

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到期收益 44,980,090.10 7,158,118.20 52,138,208.3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2,198,541.24 363,027.04 2,561,568.28 

加：划回部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和理财产品收益 1,110,414.74  1,110,414.74 

加：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收回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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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以前年度 

发生金额 

本年度 

发生金额 

累计发生金额 

加：募集资金账户之间划转 10,000,000.00  10,000,000.00 

加：个人账户划回本金 3,261,635.00  3,261,635.00 

加：个人账户划回利息 27,210.08  27,210.08 

减：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置换 35,156,450.21   35,156,450.21 

减：募投项目投入 307,419,735.38 20,809,879.89 328,229,615.27 

减：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99,810.79  1,399,810.79 

减：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投资产品本金 2,745,940,000.00 505,250,000.00 3,251,190,00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减：账户费用 12,419.06 1,320.00 13,739.06 

减：划出部分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和理财产品收益 1,110,414.74  1,110,414.74 

减：募集资金账户之间划转 10,000,000.00   10,000,000.00 

减：划转至个人账户 3,261,635.00   3,261,635.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087,371.33 

 

二、 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三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

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截止日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10540201040016470 2015.12.4 2020.12.31 4,314,619.75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32250199745000000022 2015.12.15 2020.12.31 1,771,832.2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265719000019935 2015.12.15 2020.12.31 919.38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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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截止日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合  计    6,087,371.33  

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募集资

金专户的募集资金系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转入。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6,338,61 万元，具体情况

详见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 年 4 月 10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延长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延长使用不超过 3.8 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019 年 4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延长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延长使用不超过 2.7 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

动使用投资额度。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9 年 5 月 8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020 年 4 月 27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延长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延长使用不超过 2.2 亿元（含

2.2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并在上述额度及

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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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020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产品，均进行了决策程序、对投

资产品内容、签约方、实际投资金额、期限、收益率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及截止公告日未到期理财产品本金等情况进行了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编

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日 到期日 

已到期收 

回本金 

尚未到期本金 投资收益 

2019 年度投资，2020 年收回的理财产品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汇利丰2019年第5465期对公定

制结构性存款产品 

106,000,000.00 2019.8.7 2020.2.7 106,000,000.00  1,923,682.19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中信证券节节升利系列 57 期

收益凭证(SHT687 

30,000,000.00 2019.11.14 2020.5.12 30,000,000.00  458,630.18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汇利丰2019年第6096期对公定

制结构性存款产品 

35,000,000.00 2019.11.20 2020.2.21 35,000,000.00  307,664.38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华泰信益 19029 号(中债国债指

数）收益凭证 

44,000,000.00 2019.8.7 2020.2.3 44,000,000.00  1,251,559.74 

 
小计  256,700,000.00   215,000,000.00  3,941,536.49 

2020 年度投资的理财产品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汇利丰2020年第4334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0,000.00 2020.2.16 2020.5.29 50,000,000.00  484,109.59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汇利丰2020年第4332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90,000,000.00 2020.2.16 2020.9.4 90,000,000.00  847,726.03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中信证券节节升利系列 333 期

收益凭证(SKT403) 

20,000,000.00 2020.5.22 

2020.11.1

8 

20,000,000.00  60,253.82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中信证券节节升利系列 472 期

收益凭证(SMA692) 

30,000,000.00 2020.7.24 2020.9.29 30,000,000.00  94,250.71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汇利丰2020年第5891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0,000.00 2020.8.6 

2020.12.2

1 

50,000,000.00  638,082.19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中信证券节节升利系列 645 期

收益凭证(SMA645) 

20,000,000.00 2020.10.14 

2020.11.3

0 

20,000,000.00  56,000.00 

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华泰信益第 20024（GC0010)收

益凭证 

45,250,000.00 2020.2.24 2020.8.13 45,250,000.00  1,036,159.37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汇利丰2020年第6284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85,000,000.00 2020.10.15 2021.4.23  85,000,000.00  

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中信证券购理财产品节节升利

系列 775 期 

20,000,000.00 2020.12.4 2021. 6.3  20,000,000.00  

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中信证券购理财产品节节升利 50,000,000.00 2020.12.24 2021.3.24  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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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日 到期日 

已到期收 

回本金 

尚未到期本金 投资收益 

系列 823 期 

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支行 

华泰聚益 20725（中证 500)收益

凭证 

45,000,000.00 2020.8.18 2021.2.24  45,000,000.00  

 小计  505,250,000.00   305,250,000.00 200,000,000.00 3,216,581.71 

 
2020 年度投资、收回及投资收益金额 505,250,000.00   520,250,000.00 200,000,000.00 7,158,118.20 

    

(五)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终止“油气钻采设备产能建设项目” 

2016 年，公司结合市场情况，认为募投项目“油气钻采设备产能建设项目”的经济可

行性已发生重大变化，该产能建设项目若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大规模施工、建设实施，将无

法达到最初预期的经济效益并带来大量损失，故公司拟终止实施产能建设项目，尽量减少潜

在损失。2016 年 11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2016 年 12 月

12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

司终止实施首发募集资金项目之一“油气钻采设备产能建设项目”。该项目原承诺投资金额

401,390,000.00 元，已投入募集资金 21,306,677.00 元，尚未使用资金 380,083,323.00 元。 

2、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 元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调整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中的 5,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中的 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3、投资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 57,100,000.00 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宝业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业锻造”）系公司生产毛坯的

主力供应商，当前面对国内同行业石油装备锻件激烈的市场竞争，宝业锻造现有的自由锻和

胎膜锻，不足以保持市场的竞争优势。现在锻造行业正向少切削、精密锻造方向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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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设备技术水平，增加多向模锻设备是重要途径。经过市场调研、结合国内外同行发展情

况，为降本增效，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扩大自营客户，增加新的盈利点，公司拟利用部分

募集资金中的 5,710 万元投入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宝业锻造技术改造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710万元用于宝业锻造技改项目，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 5 月 2 日，

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019年 12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的议案》，同意将“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的实施时间延期至 2022年 3月 31 日，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2020年 1月 8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4、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元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调整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2018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8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5、投资公司产能建设项目 39,250,000.00 元 

2018 年上半年开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延续震荡上行，伴随国际原油需求增加等多种

原因，全球油气公司资本性支出开始回升，与之同步，公司订单承接也出现较大程度上升。

根据公司生产能力的现状，为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拟对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的产能进行提升。项目投资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总投资额 6,688 万元，其中

使用自有资金投资 2,763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3,925 万元。 

2018 年 10 月 30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进行产能建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925 万元用于公司产能建设项目，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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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产能建设

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6 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6、增资全资子公司项目 8,000,000.00 美元（折合 55,600,0000.00 元人民币） 

为开拓和巩固国际市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800万美元（折合 5560 万元人民币）增资公司的两

个全资子公司道森（新加坡）新能源技术私人有限公司 600万美元（折合 4170万元人民币）

和道森控制产品有限公司 200万美元（折合 1390万元人民币），用于两个全资子公司对沙特

产能合资建设项目的投资。该项目已由道森（新加坡）新能源技术私人有限公司、道森控制

产品有限公司和沙特企业 Saad Bin Abdul Aziz Bin Saad AI Ganbar For Industries  LLc

签署合资意向协议，协议拟在沙特阿拉伯成立合资公司，项目实施地点为沙特阿拉伯达曼市

的国王能源城，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石油天然气井口设备，钻井和采油采气设备等，项目

总投资 1000万美元，注册资本 500万美元。 

2019年 7月 1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外投

资意向协议审批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分期对两个全资子公司增资，其中增资 “道森（新加坡）新能源技术私

人有限公司”600 万美元（折合 4170 万元人民币）、增资“道森控制产品有限公司”200 万

美元（折合 1390万元人民币），用于沙特产能合资项目的投资，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2019年 7月 17日，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7、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建设越南生产基地项目 10,000,000.00 美元（折合

71,000,0000.00 元人民币） 

为开拓和巩固国际市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拟以部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1000万美元（折合 7100万元人民币）增资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道森（新加坡）新能源技术私人有限公司”，用于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越南

生产基地项目地点越南北宁省北宁市新加坡工业园，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石油天然气井口

设备，钻井和采油采气设备等，项目总投资 1000万美元，注册资本 300万美元。 

2019 年 9 月 27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用于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增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道森（新加坡）新能源技术私人有限公司” 1000万美元（折合 71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项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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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2019年 10月 17日，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

形。 

 

六、期后重大事项 

（一）终止投资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 57,100,000.00 元 

经过长时间的技术跟踪和论证， 该项目设备存在的技术隐患尚无完善的解决方案，行

业内先行安装的该型号设备也始终未能量产，生产效率和稳定性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较大。 

同时，公司已与常熟隆盛钻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将使用自有资金受让隆盛70%股权。隆盛拥有15000吨多向模锻机和3200吨多向模锻机

各一台，该两台设备为隆盛自主研发并获得专利许可。通过先期战略技术合作， “模锻油

管头”和“5寸压裂阀体”已成功试制，其他工程机械类模锻件也已批量生产。 

考虑到国内外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战略的变化，避免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并

且在公司已具备多向模锻技术的情况下，避免重复投资，公司审慎决定终止该项目。同时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终止的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资金进行用途变更。 

2021年3月2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该项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1年4

月13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截止报告日，公司尚未实际投入资金。 

 

（二）终止增资全资子公司项目 8,000,000.00 美元（折合 55,600,0000.00 元人民币）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和沙特间的航班受限，人员已无法排遣，项目过程中必要的和重

要的现场工作无法开展。至今，项目进程已大幅延后，国际市场变化较大，项目立项时的依

据条件已发生变化，项目如果继续执行需要重新进行可行性分析，目前两国间的交通仍然不

正常，可预见的短期内还不具备对投资环境重新调查的条件。公司决定暂停沙特产能合资建

设项目执行，待国际环境和市场环境条件恢复后，重新进行评估和可行性分析，再决定是否

重启项目。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合公司加强拓展国内市场的战略步骤，公

司拟将沙特产能合资建设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进行用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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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该项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1年4

月13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截止报告日，公司尚未实际投入资金。 

 

（三）投资成都道森钻采设备有限公司油气钻采设备研发生产项目13,000万元 

受疫情和贸易争端的影响，海外市场受到重创，随着国家提出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新

格局理念和《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积极推动国内油气增产的政策指导，国内市场愈发

重要。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四川页岩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达1.19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66%，

成为全国首个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万亿立方米的省份。成都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

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靠近四川油气主产区，可以覆盖川

渝、贵州、新疆、陕西等地区的业务，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市场空间充足；成都新都区

以及成都周边的广汉市是石油天然气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区，产品及服务涵盖油气装备产业链

“钻、采、输、控”各个环节，可以为道森成都提供各方面的配套支持。苏州到成都交通便

利，苏州公司可以向成都提供原材料、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

成都投资建厂是可行的。 

2021年3月2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变更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和沙特产能合资建设

项目， 变更后募投项目为成都道森钻采设备有限公司油气钻采设备研发生产项目。变更后

募投项目计划投资13,000万元，拟使用终止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和沙特产能合资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11,270万元以及部分前期闲置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1年4月13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公司出具了《关于苏州道森钻采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ZA12598号）。会计师认为，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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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道森股份                               2020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10 页 

 

八、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道森股份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616.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80.9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7,295.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338.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2.25%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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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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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钻采设备设计研发中

心  
否 3,477.00 3,477.00 3,477.00  3,337.02 -139.98 95.97 

2016 年 4 月

（注 1） 

不适用 

（注 2） 
不适用 否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建设项

目  
是 40,139.00 2,130.67 2,130.67  2,130.67  100.00    是 

补充流动资金 1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100.00    否 

补充流动资金 2 是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否 

补充流动资金 3 是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否 

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

（注 3） 
是  5,710.00 5,710.00   -5,710.00  

2022 年 3 月 
未达产 

不适用 
是 

公司产能建设项目 是  3,925.00 3,925.00 1,043.68 2,607.21 -1,317.79 66.43 2021 年 6 月 未达产 不适用 否 

沙特产能合资建设项目

（注 3） 

是  5,560.00 5,560.00   -5,560.00  

 
未达产 

不适用 

是 



 

 

越南机加工工厂建设项目 是  7,100.00 7,100.00 1,037.31 5,263.71 -1,836.29 74.14  未达产 不适用 否 

合计  51,616.00 50,902.67 50,902.67 2,080.99 36,338.61 -14,564.0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1、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该项目前期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通过对行业内的同型号设备新安

装和使用情况调研，以及对设备方案的再次细节论证，发现设备设计方案尚存在较大的改进需求，整体效率和产才能

存在不能达到原计划要求的风险，目前行业内同类设备正在不断改进中，实际效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准确评估，该项

目将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的实施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

了同意意见。2020 年 1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公司产能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加剧，油气设备行业资本性开支大幅降低，公司订单下降，

该项目紧迫性下降，2020 年初，又受新冠疫情突发影响，国内外设备供应商先后停产，该项目于原计划 2020 年 6 月

达产已不具备可能性，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公司拟将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1 年 6 月。2020 年 6 月 15 日，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产能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产能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6

月，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注 3） 

2016 年，公司结合市场情况，认为募投项目“油气钻采设备产能建设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已发送重大变化，该产能建

设项目若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大规模施工、建设实施，将无法达到最初预期的经济效益并带来大量损失，故公司拟终

止实施产能建设项目，尽量减少潜在损失。2016 年 11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将终止实施首发募集资金项目之一“油气钻采设备产能建设项目” ，尽量减少潜

在损失。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按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做好现金管理。独立董事、监事会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公司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已停止从募集资金账户支付该项目相关的支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投项目油气钻采设备设计研发中心已于 2016 年 4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募集资金 139.98 万元，不足该募投

项目投资额的 5%，公司履行相关程序后，将该笔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油气钻采设备设计研发中心项目主体建筑工程于 2014 年 9 月竣工，全部设备安装调试在 2016 年 4 月结束，整体项目于 2016 年 4 月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注 2：油气钻采设备设计研发中心项目主要实施目的是完善公司技术研发体系，提高公司整体研发能力，增强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优势和低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该项

目无预期可实现的效益。 

注 3： 2021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和沙特产能合资建设项目，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详见本报告“六、期后重大事项”的披露。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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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流动资

金 2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

建设项目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补充流动资

金 3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

建设项目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宝业锻造技

术改进项目

（注 1）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

建设项目  
5,710.00 5,710.00    2022 年 3 月 未达产 不适用 是 

公司产能建

设项目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

建设项目  
3,925.00 3,925.00 1,043.68 2,607.21 66.43 2021 年 6 月 未达产 不适用 否 

沙特产能合

资建设项目

（注 1）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

建设项目  
5,560.00 5,560.00     未达产 不适用 否 

越南机加工

工厂建设项

目 

油气钻采设备产能

建设项目  
7,100.00 7,100.00 1,037.31 5,263.71 74.14  未达产 不适用 否 

合计  37,295.00 37,295.00 2,080.99 22,870.92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该项目前期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通过对行业内的同型号设备新安装和

使用情况调研，以及对设备方案的再次细节论证，发现设备设计方案尚存在较大的改进需求，整体效率和产才能存在不能



 

 

达到原计划要求的风险，目前行业内同类设备正在不断改进中，实际效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准确评估，该项目将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的实施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2020 年 1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公司产能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加剧，油气设备行业资本性开支大幅降低，公司订单下降，该项

目紧迫性下降，2020 年初，又受新冠疫情突发影响，国内外设备供应商先后停产，该项目于原计划 2020 年 6 月达产已不

具备可能性，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公司拟将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1 年 6 月。2020 年 6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产能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产能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6 月，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见注 1 

注 1：2021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宝业锻造技术改进项目和沙特产能合资建设

项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发表了同意的意见，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详见本报告“六、期后重大事项”的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