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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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6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就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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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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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991.22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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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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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 440,770,999.01 元，其中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 5,679,072.29 元，募集资金余

额 65.59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461,564,000.00  

减：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支付发行费用          51,651,753.33  

减：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440,770,999.01 

    其中：本期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5,679,072.29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30,865,301.12 

减：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手续费支出 6,483.19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5.59 

(2)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 303,088,290.04 元，其中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 303,088,290.04 元，

募集资金余额 145,141,838.78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459,999,965.04  

减：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支付发行费用          14,243,395.41  

减：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303,088,290.04  

    其中：本期直接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303,088,290.04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2,478,244.98  

减：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手续费支出              4,685.79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5,141,838.7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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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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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贡新地佩尔阀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地佩尔”）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与新地佩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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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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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机密封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公司与日机密封、国泰君安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于 2021 年

2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优泰科、国泰君安及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于 2021 年 2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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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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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9 活期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001300000413752 271,046,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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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09,912,246.67 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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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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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265429100173671 198,499,965.91 3,622.73 活期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001829000004102 247,256,603.72 12,865.39 活期(注 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001438000006362 -- 100,000,000.00 
单位结构性存

款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 22100201040029335 -- 34,019,440.0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支行 
51883800000942  3,848,261.09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1001829000004160  7,257,649.53  

合计 
 

445,756,569.63 145,141,838.78 
 

注 1：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账号：1001829000004102）初始存储金额为净额 247,256,603.72

元，总额 250,000,000 元已减发行费用 2,743,396.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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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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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

“附表 2”。其中，募投项目“增资新地佩尔项目--阀门研发中心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机械密封产品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效益，因

此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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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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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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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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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4,722,397.96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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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 ZD10002 号鉴证

报告。 

上述资金置换工作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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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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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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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从公司基本户转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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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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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2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除特别说明外，以下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24 个月，购买单个理财产品的

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董事会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决策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8,000 万元购买单位

结构性存款产品，累计收到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收益 1,710,000 元，当期收

到投资收益 1,710,000 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有 10,000 万元已用于

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其余均存放在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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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3：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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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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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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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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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13 

 

22,333.01 
是 否 

2.机械密封和特种泵生产基地项目 是 34,000.00  8,194.77 567.91 11,168.82 136.29%  -- -- 否 否 

3.收购优泰科 100%股权项目 否  17,041.00  17,041.00 100.00%  1,138.89 7,7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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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3.09 6,119.32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1,000.00 41,000.00 567.91 44,077.11   4,424.11 36,2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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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 567.91 44,077.11   4,424.11 36,2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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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达到

计划目标。剩余少量首次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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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向特定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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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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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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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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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 21,000.00 100.00%  948.23 948.23 是 否 

2.增资新地佩尔项目--阀门研发中心

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否 

3,800.00 3,800.00 408.87 408.87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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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76 1,605.76 21.41%  
 

 
否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700.00 13,700.00 7,294.20 7,294.20 53.24%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6,000.00 46,000.00 30,308.83 30,308.83 -- -- 948.23 9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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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8.83 30,308.83 -- -- 948.23 9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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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4,722,397.96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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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 ZD10002 号鉴证报告。上述资金置换工作于 2021 年 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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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本报告期末，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有 10,000 万元已用于购买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其余均存放在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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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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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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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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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3.09 是 否 

合计 -- 28,685.00 0 28,685.00 -- -- 2,881.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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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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