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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2-100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业务监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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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的《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19 号）核准，中鼎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99,202,025 股，募集资金总额 1,959,239,993.75 元，扣除发行费用 42,464,799.88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916,775,193.87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全部到

账，并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会验字[2016]2806 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03 号）核准，中鼎股份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 1,2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865,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7,135,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全部到账，并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会验字[2019]2280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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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止，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63,522.63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63,522.63 万元；（2）2016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3,161.07 万元；（3）2017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788.68 万元；（3）2018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7,696.45 万元；（4）2019 年度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9,162.36 万元；（5）2020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118.24

万元；（6）2021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0,398.72 万元；（7）2022 年 1-9 月直接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7,412.42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01,260.57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

为 9,583.05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2022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 0.0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非公开存放于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万元。 

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止，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3,200.09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200.09 万元；（2）2019 年度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660.74 万元；（3）2020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8,493.18

万元；（4）2021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3,600.42 万元；（5）2022 年 1-9 月直接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7,624.29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3,578.72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累计收到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为 9,732.76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 

2022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 64,867.5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余额为 64,867.54 万元，其中存放

于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5,367.54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共计

49,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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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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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

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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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 

2016 年 4 月，公司与原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国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宁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

市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2017 年 8 月，公司与原保荐机构国元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2018 年公司聘请民生证券担任中鼎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再次申请

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

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作。2018 年 10 月，公司与民生证券、募集

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宁

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

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317090019200484637 0.90  

合    计 — 0.90 

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2019 年 3 月，公司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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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协议；2020 年 1 月，公司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公司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在上述银行进行了专户存储。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

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宁国市支行 1317090019200500345  297,174.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12176001040030385  69,959,481.7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分行 178254965971  138,597.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12-176001040038040  43,615,332.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317090019200569921  38,540,431.9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 12-751001040035932  1,124,422.81  

合    计 — 153,675,440.53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余

额如下：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88768232378 20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78268794908 15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88767885613 65,000,000.00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0001819 5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179768795362 30,000,000.00 

合    计 — 495,000,000.00 

注：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

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部分内容。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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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非公开发行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201,260.57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详见附件 1-1《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63,578.72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详见附件 1-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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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非公开发行 

（1）针对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

‘O2O’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公司终止了该项目的投资计划并逐步对其进行两次变更，涉

及金额 58,600.00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30.57%。 

因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经营、竞争环境的变化，汽车后市场“O2O”行业发展

欠规范，且市场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原因并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

经营情况，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未来效益的稳步增长，公司对“中鼎

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服务平台项目”进行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① 第一次变更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变更中，公司拟使用 15,000 万元用于“中鼎股份

特种橡胶混炼中心建设项目”建设，15,000 万元用于“中鼎精工汽车金属零部件制品装备

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建设，剩余募集资金 28,60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收入将存储于原

募集资金专户，以保证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鼎股份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

项目”和“中鼎减震减震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的建设。 

② 第二次变更 

鉴于“中鼎精工汽车金属零部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因产品性能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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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艺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公司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该项目，拟以自有资金进行

投入。另一方面，原“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变更后存放于原募

集资金专户用于保证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尚未投入，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将“中鼎精工汽车金属零部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 ”的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及原“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变更后存放于原募集

资金专户用于保证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的募集资金 28,600.00 万元，

以及该资金至项目变更完成之日产生的相关利息收益，变更至新项目“中鼎减震橡胶减

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7-53、2018-030）。 

（2）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中鼎股份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

项目”及“中鼎股份特种橡胶混炼中心建设项目”截至 2019 年 4 月 19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合计 21,169.40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 2019 年 4 月 19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鼎股份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

提升项目”和“中鼎股份特种橡胶混炼中心建设项目”均已完工，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

金的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将上述“中鼎股

份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及“中鼎股份特种橡胶混炼中心建设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合计 21,169.40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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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原投入“中鼎减

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2,899.79 万元用于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增资，原项目剩余尚未使用的 2015 年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6,520.46万元仍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户用于“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

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的实施，若募集资金不足以完成原项目的建设，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以自筹资金的方式满足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原募投项目“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产品方案

包括控制臂部件，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四川望锦生产的球销产品是底盘结构件的关键

性能零件，也是控制臂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球销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收购四

川望锦能够使中鼎减震掌握球销的核心技术，增强中鼎减震控制臂产品的竞争力，迅速

抢占汽车轻量化市场。同时四川望锦生产的冲压焊接控制臂，与中鼎减震生产的锻铝控

制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能够提高公司在控制臂市场的占有率。四川望锦与原募投项目

投资方向、与中鼎减震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收购四川望锦有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加速公司产业升级，满足市场对轻量化产品的需求，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82）。 

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1）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召开“中鼎转 2”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控流体管路系统

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8,485.70 万元及相关利息收益（具体金

额以变更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用于新项目“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

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 

近年来，公司通过对全球优质资源的有效整合，努力提升全球化服务水平，全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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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结合国家相关产业规划及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利用海

外生产基地和研发销售团队，加快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大新能源汽车、环保汽车、

航空航天、天然气、关键装备用高端密封件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

设，积极推动企业产业升级，努力提升公司产品附加值，努力完善延伸产业链，使中鼎

股份从单一的零部件供应商向总成商、集成系统供应商转变。为不断满足下游客户的需

求，中鼎股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控流体管路系统项目”的产品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

和提升，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保证公司未来效益的稳步增长，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将终止募集

资金投入本项目，将募集资金投入“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汽

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为公司结合国内市场需求，引进海外子公

司先进的电动、控制技术，实现海外技术的国内落地。本项目顺应了汽车行业节能环保、

轻量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水平，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债券持有人会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

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2）。 

（2）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中鼎转 2”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

更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

（一期）”的部分募集资金 30,200.00 万元的用途，用于新项目“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

目”及“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的建设，其中“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拟投资金额

10,200.00 万元，“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拟投资金额 20,000.00 万元；同意变更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节余募

集资金 38,485.70 万元及相关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

为准）的用途，用于新项目“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的建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拟投资金额 10,200.00 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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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变更“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用于“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及“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建设的原因：中鼎

减震与安庆汇通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整合优势资源，在桐城成立“中鼎汇通”，设置生

产基地，开展“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建设，专门生产转向拉杆、底盘类空气弹簧、

驾驶室类空气弹簧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安庆汇通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桐城市本土企

业，主要生产汽车悬架底盘系统推力杆、稳定杆、橡胶悬架、发动机悬置及橡胶聚氨酯

弹性体等系列产品。“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结合投资双方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

品牌优势人才优势、以及管理优势，建设产品生产线，组建研发团队，增强开拓国内汽

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力。原募投项目“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

目（一期），项目产品包括汽车减震降噪橡胶零件及控制臂部件，为不断满足下游客户

的需求，减震项目产品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

营情况，公司将终止该部分项目建设，成立安徽中鼎轻量化底盘科技有限公司，在宁国

中德小镇中鼎集团 NVH 园区租赁厂房，设置生产基地，开展“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

建设，专门生产乘用车控制臂、转向节等轻量化汽车底盘零部件产品。“汽车底盘锻铝

件生产项目”建成后，中鼎股份将充分发挥全球研发优势，重点聚焦汽车零部件，在汽

车轻量化、舒适化、模块化、集成化的发展中形成自己的优势产品。 

②变更“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

“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建设的原因：原“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

目”，项目主要产品为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等，基于公司长远战略规划考虑，为

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未来效益的稳步增长，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公司将变更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与成都望锦整合优势资源，在宁国中德小镇中鼎

集团 NVH 园区租赁厂房，设置生产基地，开展“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建设，专门生

产乘用车控制臂、转向拉杆及稳定杆连接杆产品等轻量化汽车底盘零部件产品。“汽车

底盘部件生产项目”建成后，可加速中鼎股份产业升级，完善汽车底盘产品布局，产品

进一步向下游延伸，加快中鼎减震产品由零件向部件升级，实现产业整合，进一步满足

市场对轻量化产品的需求，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债券持有人会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

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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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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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1） 

实际投资金 

额（2） 

差异（3）=

（2）-（1） 

1 收购 WEGU Holding 100%的股权 62,777.77 60,927.41  60,927.41 - 

2 
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

服务平台 
58,600.00 ——  ——  —— 

3 
中鼎股份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

产能提升项目 
25,000.00 15,086.89  15,086.89 - 

4 
中鼎减震减震橡胶制品装备自动

化及产能提升项目 
15,300.00 15,300.00  16,076.24 776.24 

5 
中鼎股份特种橡胶混炼中心建设

项目 
—— 6,351.92  6,351.92 - 

6 
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

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 
—— 20,700.21  26,806.87 6,106.66 

7 
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增

资 
—— 22,899.79  22,899.79 - 

8 补充流动资金 29,999.75 50,411.30  53,111.45 2,700.15 

合计 191,677.52 191,677.52 201,260.57  9,583.05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原因: 

（1）“中鼎减震减震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实际投资额 16,076.24

万元与承诺投资额 15,300.00 万元的差异为 776.24 万元，该部分金额系该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取得的相关利息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支出后的净额，已全额投入项目建设。 

（2）“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实际投资金

额 26,806.87 万元与承诺投资金额 20,700.21 万元差异为 6,106.66 万元，该部分金额系该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取得的相关利息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支出后的净额，已全额投入项

目建设。 

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1） 

实际投资金 

额（2） 

差异（3）=

（2）-（1） 

1 
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

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 
80,000.00 49,800.00 21,359.09 -28,440.91  

2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控流体管

路系统项目 
38,713.50 186.02 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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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1） 

实际投资金 

额（2） 

差异（3）=

（2）-（1） 

3 
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 
—— 1,588.06 1,588.06    

4 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 —— 10,200.00 2,959.19  -7,240.81  

5 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 —— 20,000.00 13,267.11  -6,732.89  

6 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 —— 19,000.00 3,411.45 -15,588.55  

7 补充流动资金 —— 17,939.42    20,807.80   2,868.38  

合计 118,713.50 118,713.50 63,578.72 -55,134.78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原因: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

“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 实

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上述项目仍处于建设期。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

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

和不超过 10 亿元的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使

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

召开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

金和不超过 10 亿元的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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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0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 10 亿元的自有资金投资稳健型、低

风险、流动性高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

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召

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 10 亿元的自有资金投资稳健型、

低风险、流动性高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7 日

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 25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

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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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 25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

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监

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

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 25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

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49,500.00 万元，明细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国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3,000.00  

2022-9-30 至
2022-12-7 

3.46% 

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智融”79

号（270 天）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5,000.00  

2022-4-21 至
2023-1-15 

4.3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国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6,500.00  

2022-8-1 至
2022-11-1 

3.47%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国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 中 行 ）
CSDVY202220351 

保本保最低

收益性 
 20,000.00  

2022-8-24 至
2022-11-28 

3.55%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国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 中 行 ）
CSDVY202221683 

保本保最低

收益性 
 15,000.00  

2022-9-30 至
2022-12-7 

3.46% 

合计 — —  49,500.00  — — 

2、剩余募集资金情况、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64,867.54 万元（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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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募集资金 49,50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及理财产品收益、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手续

费的净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54.64%，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主要系项目尚未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剩余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款项除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49,500.00 万元外，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募

集资金将逐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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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5 年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附件 2-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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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附件 2-1《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附件 2-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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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附件 2-1《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附件 2-2《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2015 年非公开发行 

1、收购 WEGUHolding100%的股权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收购 WEGUHolding100%的股

权” 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如下：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年3月，WEGU Holding GmbH原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WEGU Holding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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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75,472.28  69,984.77   63,204.01   69,508.93  

负债总额 26,193.74  14,797.32   15,565.62   28,843.39  

净资产 49,278.54  55,187.45   47,638.39   40,665.54  

（续上表）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63,287.91   42,502.94   33,804.41   31,675.23  

负债总额  21,406.41   11,204.53   11,844.94   17,994.24  

净资产  41,881.50   31,298.41   21,959.47   13,680.99  

（3）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支付现金收购WEGU Holding GmbH 100%的股权后，WEGU Holding GmbH

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4）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81,755.98   74,916.03   79,425.44   84,549.8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642.01   6,425.74   7,085.74   10,32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6,642.01   6,425.74   7,085.74   10,326.28  

（续上表）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4 月-12 月 

营业收入  78,249.25   66,341.37   41,372.34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572.96   8,535.73   4,47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8,572.96   8,535.73   4,470.76  

（5）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国

WEGU HOLDING GMBH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5)

第206号），WEGU HOLDING GMBH 2015年4-12月、2016年度和2017年度预测净利润

分别为597.97万欧元（折合人民币4,350.41万元）、983.76万欧元（折合人民币7,0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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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和1,032.07万欧元（折合人民币7,796.91万元）。WEGU HOLDING GMBH经审计

的2015年4-12月、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金额分别为656.74万欧元（折

合人民币4,470.76）、1,185.35万欧元（折合人民币8,535.73万元）和1,134.80万欧元（折

合人民币8,572.96万元），均高于预测净利润。因此，WEGU HOLDING GMBH达到了

预计效益。 

2、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增资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

增资” 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

明如下：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9年11月，四川望锦原股东李永红、李维俊、李永忠将其合计持有的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61,642.77   57,191.85   58,261.56   50,635.48  

负债总额  28,068.01   28,037.10   32,458.88   30,450.42  

净资产  33,574.76   29,154.75   25,802.68   20,185.06  

（3）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支付现金收购四川望锦80.8494%股权后，四川望锦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发

生重大变化。 

（4）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58,509.18   46,582.45   5,221.7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44.27   3,141.77   -19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4,344.27   3,141.77   -197.44  

（5）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本公司收购四川望锦80.8494%股权，不涉及盈利预测、业绩承诺或其它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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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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9 日 



 

 20 

附件 1-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91,677.5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1,260.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58,6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1,260.57 

2022 年 1-9 月：7,412.42 

2021 年：10,398.72 

2020 年：4,118.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30.57% 

2019 年：49,162.36 

2018 年：27,696.45 

2017 年：5,788.68 

2016 年：96,6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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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
WEGUHolding100%

的股权 

收购
WEGUHolding100%

的股权 

62,777.77 
60,927.41 

[注 1] 
60,927.41 62,777.77 60,927.41 60,927.4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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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鼎股份汽车后市

场“O2O”电商服务

平台 

 58,600.00  ——  ——  58,600.00  ——  ——    
不适用 

[注 2] 

3 

中鼎股份橡胶制品

装备自动化及产能

提升项目 

中鼎股份橡胶制品装

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

项目 

25,000.00 15,086.89 15,086.89 25,000.00 15,086.89 15,086.89   
2019 年 4

月 

4 

中鼎减震减震橡胶

制品装备自动化及

产能提升项目 

中鼎减震减震橡胶制

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

提升项目 

15,300.00 15,300.00 16,076.24 15,300.00 15,300.00 16,076.24 776.24 
2018 年 10

月 

5  
中鼎股份特种橡胶混

炼中心建设项目 
   6,351.92  6,351.92    6,351.92  6,351.92   

2019 年 5

月 

6  

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

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

扩建项目（一期） 

  20,700.21 26,806.87   20,700.21 26,806.87 6,106.66 
2021 年 7

月 

7  
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增资 
  22,899.79 22,899.79   22,899.79 22,899.79   100.00% 

8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9,999.75 50,411.30 53,111.45 29,999.75 50,411.30 53,111.45 2,700.15 不适用 

 合计 191,677.52 191,677.52 201,260.57 191,677.52 191,677.52 201,260.57 9,583.05   

 注 1：“收购 WEGUHolding100%的股权”项目承诺投资额 62,777.77 万元与实际投资额 60,927.41 万元的差额为 1,850.36 万元，

原因系：承诺投资额 62,777.77 万元系根据交易标的价格固定金额部分 9,350.00 万欧元，按照 2015 年 4 月 7 日（即董事会审议该次交

易议案前一交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汇率为 100 欧元兑 671.42 人民币元）计算取得；实

际投资金额 60,927.41 万元系公司按照实际支付 9,350.00 万欧元时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所得。根据《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修订稿）》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若因为汇率变动等客观因素使得上述收购 WEGUHolding100%的股权项目的实际投入募集

资金额低于上述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时，差额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所述，公司将因汇率变动因素产生的差额部分 1,850.36

万元及其相关利息收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注 2：“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已变更，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

明（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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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18,713.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3,578.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69,806.5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3,578.72 

2022 年 1-9 月：27,624.29 

2021 年：23,600.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58.80% 
2020 年：8,493.18 

2019 年：3,8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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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鼎减震橡

胶减震制品

研发及生产

基地迁扩建

项目（一期） 

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

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

项目（一期） 

80,000.00 49,800.00 21,359.09 80,000.00 49,800.00 21,359.09  -28,440.91  42.89% 

2 

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温

控流体管路

系统项目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

控流体管路系统项目 
38,713.50 186.02 186.02 38,713.50 186.02 186.02    

不适用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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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

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1,588.06 1,588.06   1,588.06 1,588.06    

不适用 

[注 1] 

4  
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

目 
  10,200.00 2,959.19   10,200.00 2,959.19  -7,240.81  29.01% 

5  
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

目 
  20,000.00 13,267.11   20,000.00 13,267.11  -6,732.89  66.34% 

6  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   19,000.00 3,411.45   19,000.00 3,411.45  -15,588.55  17.96% 

7  补充流动资金    17,939.42  20,807.80   17,939.42  20,807.80   2,868.38  不适用 

 合计 118,713.50 118,713.50 63,578.72  118,713.50  118,713.50  63,578.72 -55,134.78   

注 1:“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控流体管路系统项目”、“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已变更，具体情况参

见本报告“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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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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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1 

收购
WEGUHolding100%

的股权 

不适用 

盈利预测中

预计 2015 年

4-12 月、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净利润

分 别 为

597.97 万欧

元 、 983.76

万 欧 元 和

1,032.07 万

欧元 

 3,541.17   6,642.01   6,425.74   7,085.74   55,600.39  是[注 1] 

2 

中鼎股份汽车后市

场“O2O”电商服务

平台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13,153.6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2] 

3 

中鼎股份橡胶制品

装备自动化及产能

提升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5,354.03 

万元 

 3,937.50  5,708.23 6,899.44 5,054.00  21,599.1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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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4  

中鼎减震减震橡胶

制品装备自动化及

产能提升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3,361.60

万元 

 2,688.54  3,632.70 3,505.48 7,057.24  17,396.76  是 

5 
中鼎股份特种橡胶

混炼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5,773.70

万元 

 5,846.05  5,047.11 4,013.58 5,573.00  20,479.74  否[注 3] 

6 

中鼎减震橡胶减震

制品研发及生产基

地迁扩建项目（一

期）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30,177.92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4] 

7 

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增

资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5] 

8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6] 

注 1：根据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国 WEGU HOLDING GMBH 100%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5)第 206 号），WEGU HOLDING GMBH 2015 年 4-12 月、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预测净

利润分别为 597.97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4,350.41 万元）、983.76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7,084.08 万元）和 1,032.07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7,796.91 万元）。WEGU HOLDING GMBH 经审计的 2015 年 4-12 月、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金额分别为 656.74 万

欧元（折合人民币 4,470.76）、1,185.35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8,535.73 万元）和 1,134.80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8,572.96 万元），均高

于预测净利润。因此，WEGU HOLDING GMBH 达到了预计效益。 

注 2：“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已变更，对应的募集资金已变更投入到其它募投项目，故以上效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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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情况不适用。 

注 3：“中鼎股份特种橡胶混炼中心建设项目”建成达产后，由于新冠疫情、近两年来原材料大幅涨价的影响，导致该项目累计

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注 4：“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尚未完工，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注 5：“收购四川望锦 80.8494%股权并增资”项目，不涉及业绩预测或业绩承诺，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注 6:“补充流动资金”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升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因不直接产生效益，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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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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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1 

中鼎减震橡胶减

震制品研发及生

产基地迁扩建项

目（一期）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30,177.92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1] 

2 
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温控流体管

路系统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约 为 

9,218.50 万

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2] 

3 
汽车用电驱及空

气悬架系统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7,748.6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2] 

4  
中鼎产业园中鼎

汇通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8,268.2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1] 

5 
汽车底盘锻铝件

生产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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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润 7,396.40

万元 

6 
汽车底盘部件生

产项目 
不适用 

项目建成后

达产，年净利

润 5,205.30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1] 

7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注 1：“中鼎减震橡胶减震制品研发及生产基地迁扩建项目（一期）”、“中鼎产业园中鼎汇通项目”、“汽车底盘锻铝件生产项目”、

“汽车底盘部件生产项目”尚未完工，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注 2：“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温控流体管路系统项目”、“汽车用电驱及空气悬架系统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已变更，对应的募集

资金已变更投入到其它募投项目，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注 3：“补充流动资金”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升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因不直接产生效益，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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