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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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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上证公字［2013］

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司将 2022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2015 年 3 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96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5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79,376,0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72,213,188.47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07,162,811.5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1119 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 2022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本报告期内，上述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共用于募投项目支出 24,670,502.99 元，支付手

续费 4,803.30 元，收到存款利息收入 767,863.02 元，划出到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340,105.73 元，故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存款专户的余额合计为

110,227,374.21 元（包括存入七天通知存款 6,200.00 万元，票据承兑保证金 909.29 万

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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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事    项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存入专户 1,007,162,811.53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44,474,923.21 

加：2022 年 1-6 月度专户利息收入 767,863.02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减：2022 年 1-6 月募投项目支出 24,670,502.99 

    银行手续费支出 4,803.30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340,105.73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110,227,374.21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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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

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监督

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申请和审批手续进行了严

格要求，保证专款专用。 

经 2021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变

更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鉴于保荐机构变更，公司及变

更后的保荐机构华安证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子公司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熟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华安证券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

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专款专用。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重大问题。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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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户  行  对应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账号 /产品种类 年末余额 账户性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693605006 2,631,995.99 活期存款 

703707241 62,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 468966603374 2,798,993.86 活期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98190154740010143 33,703,499.76 活期存款 

票据保证金 9,092,884.60 保证金账户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900000610120100094300 - 已销户 

2900000610120100094300-100012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青浦支行（注 1）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446868516146  已销户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湖支行（注 2）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104200001000062669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注 3）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

控制器项目（一期） 
182739691534  已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注 4）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 697965300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注 5） 

融资租赁项目 

33050161662709666666  已销户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注 6） 

3309040160000190146  已销户 

3309040160000190179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注 7） OSA11443690003691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青浦支行（注 8） FTN786270013144  已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注 9） 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 216400100100079856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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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户  行  对应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账号 /产品种类 年末余额 账户性质 

中国银行股份太原高兴技术开发区支行（注 10） 139242480969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开发区支行（注 11）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03880610040008670  已销户 

小计  

  

110,227,374.21  

注 1：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青浦支行开立的“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5 年 5 月 5 日注销。 

注 2：在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湖支行开立的“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注销。 

注 3：在中国银行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的“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注销。 

注 4：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注销。 

注 5：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开立的“融资租赁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注销。 

注 6：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开立的“融资租赁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注销。 

注 7：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开立的“融资租赁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7 年 6 月 6 日注销。 

注 8：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青浦支行开立的“融资租赁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注销。 

注 9：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开立的“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注销。 

注 10：在中国银行股份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注销。 

注 11：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开发区支行开立的“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注销。 

注 12：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开立的“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已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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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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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公司2012年 3月17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81,434,656.28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37,782.00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506,634.00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29,119,032.00 

合计 112,598,104.28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置换金额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浦支行 
81,434,656.28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1,537,782.00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青浦开发区支行 
506,634.00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29,119,032.00 

合计  112,598,104.28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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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380 号《关于上海创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募集资金置换的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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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滚动管理及取得的投资收益。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节余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340,105.73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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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项目实施主体 

1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41,940.00 41,940.0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00 7,110.0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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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项目实施主体 

限公司 

3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4,860.00 4,860.0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45,815.00 45,815.00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

限公司 

5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00,716.28 100,716.28  

 

 

2015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的总投资金额

由 45,815 万元调整为 19,000 万元。原项目实施地址变更为在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创力”）现有厂房实施，该项目土地购置费、建筑工程费、其

他费用（含预备费等费用）共计 19,734 万元（含已投入金额）均由苏州创力以自有

资金投入。本项目“设备购置及安装、工位器具”金额由 20,321 万元调整为 14,150

万元，其中已投入设备 2,911.90 万元由苏州创力采购，剩余 11,283.10 万元设备均调

整为公司集中采购，再租赁给苏州创力生产使用。“铺底流动资金”由 5,760 万元调

整为 4,85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26,815 万元，拟将其中的 4,080 万元投资铸造生产线

建设项目，结余 22,735 万元暂存放募集资金专户保管，待公司找到合适的新项目后

投入实施。2015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此次变更公司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2015 年 6

月 23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及已实际累计投资额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41,940 41,94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4,860 4,86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19,000 19,000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8,000 4,080 江苏创力铸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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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待定项目 22,735 22,735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04,636.28 100,716.28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落实了“待定项目”部分结余资金投资项目。 

本期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41,940 41,94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

项目 
4,860 4,86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

项目 
19,000 19,000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8,000 4,080 江苏创力铸锻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

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 
10,000 5,100 合肥创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

目（一期） 
5,000 5,000 

上海创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项目 17,020 10,020 

浙江创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香

港创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待定项目 2,615 2,615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16,536.28 100,716.28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中的 4,600.92 万元以及待定项目结余资金 2,615.00 万元用于投资新能源汽车运营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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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 41,940 41,94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 
259.08 259.08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

目 
19,000 19,000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8,000 4,080 江苏创力铸锻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

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一期） 
10,000 5,100 

合肥创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

（一期） 
5,000 5,000 

上海创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项目 17,020 10,020 

浙江创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香港创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 10,000. 7,215.92 

上海创力新能源汽车运营总

公司及其子公司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合计 119,320.36 100,716.28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中的铺底流动资金 4,850.00 万元用于融资租赁项目。 

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实际累计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

设项目 
41,940 41,940 15,918.46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10 7,110 5,809.37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

络建设项目 
259.08 259.08 259.08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10 页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募集资金

投资额 

实际累计

投资额 

项目实施主体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

改扩建项目 
14,150 14,150 8,139.39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8,000 4,080 4,087.40 江苏创力铸锻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

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

项目（一期） 

10,000 5,100 5,151.41  合肥创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

电桩项目（一期） 
5,000 5,000 2,451.22 

上海创力普昱自动化工程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项目 17,020 14,870 14,996.61 

浙江创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香港创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 10,000. 7,215.92 5,926.05 

上海创力新能源汽车运营总公

司及其子公司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91.28 991.28 991.56  

合计 114,470.36 100,716.28 63,730.55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1、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次项目建设周期调整，是根据煤机行业发展形势

并结合公司实际，主动调整战略布局，放缓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上市后至 2016 年下半年煤炭、煤机行业市场需求疲软、售价下跌，为保证公司

股东及公司的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遵循以

销定产原则，本着产能最大化利用为目标，在项目进度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家补贴政策逐步退出，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形势发

生了变化，公司主动对新能源汽车板块的布局进行调整，实施战略收缩。新能源汽车

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新能源运营项目已经结项，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器项目

（一期）已经投入完毕，尚未产生预期效益。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因项目的效益主要是通过加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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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采掘机械设备及矿用电气设备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间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故本项目不单

独核算经济效益。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因项目的效益主

要是通过营销办事处的增员扩建，加强市场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为售中和售后服务效

率的提高提供有力保障，提升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间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故本项目不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

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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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716.28（注 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2）            96,769.9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4,916.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675.00      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853.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0.31% 其中：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67.05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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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

设备建设项目 

否 41,940.00 41,940.00 41,940.00 2,467.05 42,083.43 143.43 100.34  已完成 1,956.44 

尚未达到

预期效益 

否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否 7,110.00 7,110.00 7,110.00 - 6,671.39 -438.61  93.83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是 4,860.00 259.08 259.08 - 259.08 0.00  100.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是 45,815.00 14,150.00 14,150.00 - 8,828.72 -5,321.28  62.39  2022.12 843.25 （注 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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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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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 4,080.00 4,080.00 - 4,087.40 7.40  100.18  已完成 733.29 （注 4） 否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

包、新能源电动汽车

电机及控制器项目

（一期） 

是 - 5,100.00 5,100.00 - 5,151.41 51.41  101.01  已完成 -128.06 

尚未达到

预期效益 

否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

件及充电桩项目（一

期） 

是 - 5,000.00 5,000.00 - 2,654.25 -2,345.75  53.09  已结项 - （注 5） 否 

融资租赁项目 是 - 14,870.00 14,870.00 - 14,996.61 126.61  100.85  已完成 728.31 （注 6） 否 

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 是 - 7,215.92 7,215.92 - 6,129.41 -1,086.51  84.94  已结项（注 7） 460.51 

尚未达到

预期效益 

否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否 991.28 991.28 991.28 - 991.56 0.28  100.03  已完成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 - - 1,034.01 4,916.71 4,916.71  -    否 

合计  100,716.28 100,716.28 100,716.28 3,501.06 96,769.97 -3,946.3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二）”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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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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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募集资金总额 100,716.28 万元系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 

注 2：2015 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6,607.83 万元；2016 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15,886.14 万元；2017 年募投项目支出 23,823.53 万元；2018 年募投项目支出 7,413.05 万元；2019 年募投

项目支出 9,095.1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882.70 万元；2020 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7,511.24 万元；2021 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9,049.23 万元：2022 年 1-6 月募投项目支出 2,467.05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034.01 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6,769.97 万元。 

注 3：“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为“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的配套项目，尚未全部完成；“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系已完成的扩建项目实现效益的

情况。 

注 4：“铸锻生产线建设项目”根据可行性报告的经济效益预测：建设期 12 个月，预计达产年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年利润总额 4200 万元。该项目于 2016 年投产，2021 营业

收入为 12,407.65 万元，利润总额为 608.34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7,864.30 万元，利润总额为 733.29 万元。 

注 5：“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件及充电桩项目（一期）”已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2,528.46 万元已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已于 2019 年结束。 

注 6：“融资租赁项目”根据可行性报告的经济效益预测：预计第一年净利润 1260 万元。该项目于 2017 年开始运营，2021 年实现净利润 1,449.35 万元。2022 年 6 月实现净利

润 728.31 万元 

注 7：“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已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1,354.24 万元已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实现净利润-233.90 万元。2022 年 6 月实现净利润 460.51 万元 

注 8：“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1,034.01 万元已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已于 2021 年结束。 

注 9：“年产 300 台采掘机械设备建设项目”已结项，截止 6 月 30 日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279.64 万元（其中：开票保证金 909.29 万元），2022 年 8 月 22 日永久补流转出 2250

万元，剩余待结清工程已结算尚未支付的工程尾款后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补流金额为本次转出金额加专户注销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之和），同时将办理完毕募集资金



 

情况表 第 4 页 

专户的销户手续。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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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59.08 259.08 - 259.08 100.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14,150.00 14,150.00 - 8,828.72 62.39 2022.12 843.25 附表 1 注 3 否 

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4,080.00 4,080.00 - 4,087.40 100.18 已完成 733.29 附表 1 注 4 否 

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

包、新能源电动汽车电

机及控制器项目（一

期）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5,100.00 5,100.00 - 5,151.41 101.01 已完成 -128.06 

未达到预期效

益 

否 

新能源汽车配套零部

件及充电桩项目（一

期）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5,000.00 5,000.00 - 2,654.25 53.09 已结项 - 附表 1 注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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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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租赁项目 

采掘机械设备配套加

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14,870.00 14,870.00 - 14,996.61 100.85 已完成 728.31 附表 1 注 6 否 

新能源汽车运营项目 

区域营销及技术支持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采

掘机械设备配套加工

基地改扩建项目 

7,215.92 7,215.92 - 6,129.41 84.94 已结项 460.51 

未达到预期效

益 

否 

合计  50,675.00 50,675.00  42,106.8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二）”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