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8 

证券代码：603348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1 

转债代码：113537  转债简称：文灿转债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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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573号）核准，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于发行完成后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65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发行完成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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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截至2022年8月31日的上述两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资金募集情况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已于2018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5,500万股，面值为每股

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2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839,300,000.00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50,371,306.64元，实际募集资

金人民币788,928,693.36元。 

截至2018年4月20日，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798,867,924.53元（注1）已汇

入本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里水支行 银行开立的

44519501040053705募集资金专户。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大华验字[2018]000212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

别 
状态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日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海里水支行 

4451950104

0053705 

募集资

金专户 

已于 2018 年 10

月 19日销户 

798,867,924.53

（注 1）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1111425729

300146970 

募集资

金专户 

已于 2018 年 11

月 5日销户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2013093029

200048889 

募集资

金专户 

已于 2018 年 12

月 24日销户 
- - 

合计 798,867,924.53 - 

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初始存放资金人民币798,867,924.53元与募集资金净

额人民币788,928,693.36元存在差额人民币9,939,231.17元，差异原因为发行费用中有人

民币9,939,231.17元在初始存入募集资金专户时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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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一、前次资金募集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80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3,602,061.3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86,397,938.7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6月14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中，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224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状态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2 年 8月

31 日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海里水支行 

4451950104

0056880 

募集资金

专户 
正常 

788,000,000.00 

（注 1） 
24,006,126.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2013093029

100069553 

募集资金

专户 
正常 - 275,479.7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狮山支行 

7579042643

10505 

募集资金

专户 
正常 - 99,315.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4405016672

4300000800 

募集资金

专户 
正常 - 1,111,071.6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顺德乐从支行 

3930401001

00576805 

募集资金

专户 
正常 - 9,044,869.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 

1111425729

300153922 

募集资金

专户 
正常 - -    

合计 788,000,000.00 34,536,863.17 

注1：募集资金账户初始存放资金人民币788,000,000.00元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86,397,938.70元存在差额人民币1,602,061.30元，差异原因为发行费用中有人民币

1,602,061.30元在初始存入募集资金专户时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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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和其投资总额的变更情况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

与前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一致，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

未发生对外转让的情况。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和其投资总额的

变更情况如下： 

 

为了匹配大型压铸机的压铸件精密机械加工需求，提升公司大型一体化结

构件加工能力，更好的满足下游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对2019年

度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实施了变更，将原“大型精密模具设

计与制造项目”的全部未使用募集资金（含利息）及“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

底盘及车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的部分未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新能

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工中心”。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涉及金额人民币

16,288.00万元（含利息），占募集资金净额的20.71%。公司于2021年9月3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1年9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文灿转债”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

告》。可详见本报告四（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中“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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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和其投资总额的变更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为了满足公司优化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明确总部与各工厂目标责任的需

要，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大型铝压铸产品的综合研发实力、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对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实施了变更，

将原“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全部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

“汽车配件模具生产车间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涉及金额人民币2,398.89万元（含利息），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3.05%。

2022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2022年9

月2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文灿转债”2022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变

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可详见本报告四（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注1。 

 

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的情况。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6月11日召

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788,928,693.36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出具了大华核字[2018]003068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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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120,012,591.38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本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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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出具了大华核字[2019]004660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确认，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8月31日，本公司2018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

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9,300,000.00 

减：发行费用 50,371,306.64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88,928,693.36 

减：2018年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注 1) 788,928,693.36 

2022 年 8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注1：见本报告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中的说明。 

 
注2：公司不存在使用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至2022年8月31日，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

如下“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

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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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892.8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8,929.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8年                                                       78,929.5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2022年8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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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实际投资金额 

 

(2)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

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

额(3)=(2)-(1) 

截至日 

投入进度 

1 
雄邦自动变速器

关键零件项目 

雄邦自动变速器

关键零件项目 
58,892.87  58,892.87  58,926.38 58,892.87  58,892.87  58,926.38 

33.51 

（注 1）  
100.06% 2020年2月 

2 

汽车轻量化车身

结构件及高真空

铝合金压铸件技

改项目 

汽车轻量化车身

结构件及高真空

铝合金压铸件技

改项目 

20,000.00 20,000.00 20,003.15 20,000.00 20,000.00 20,003.15 
3.15 

（注 1） 
100.02% 2019年4月 

 合计 78,892.87 78,892.87 78,929.53 78,892.87 78,892.87 78,929.53 36.66   

注 1：雄邦自动变速器关键零件项目与汽车轻量化车身结构件及高真空铝合金压铸件技改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产

生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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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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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承诺效益

（注2）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注3）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1-8

月 

1 雄邦自动变速器

关键零件项目 65.17% 10,917.03 
不适用 

（注4） 
5,404.45 -794.72 1,900.12 6,509.85 

否 

（注5） 

2 汽车轻量化车身

结构件及高真空

铝合金压铸件技

改项目 

94.48% 6,925.80 3,318.74 6,004.28 5,641.12 7,397.58 22,361.72  
否 

（注6）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投资

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2：承诺效益是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的净利润。 

 

注3：雄邦自动变速器关键零件项目实际效益以募投项目的对应产品的各期的收入和成本为

基础，期间费用等按照该项目营业收入占当期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

分配，进而测算募投项目的实际效益；由于汽车轻量化车身结构件及高真空铝合金压铸件

技改项目对应的同类产品同时包括募投项目设备及非募投项目设备生产，故本公司按照募

投项目和非募投项目设备产能占比对相关产品的收入、成本进行分配，期间费用等按照该

项目营业收入占雄邦压铸（南通）有限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分配，进而测算募投

项目的实际效益。公司2019-2021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审计，2022年1-8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注4：“雄邦自动变速器关键零件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0年2月，2019年

度尚未达产。 

 

注5：截至2022年8月31日，“雄邦自动变速器关键零件项目”累计实现效益人民币

6,509.85万元，占累计承诺实现效益的比例为23.08%，主要原因系项目投产后，因客户车

型排放标准转换、疫情及下游汽车行业“缺芯”等问题影响，导致客户实际订单量未达预

期，项目产能未能按照目标达到预期所致。后续公司将积极采取导入新客户、切换原有客

户其他订单等方式承接新增产能。随着2022年以来“缺芯”及疫情问题的逐步缓解，以及

公司产品结构的逐步优化，项目效益有望改善。 

 

注6：截至2022年8月31日，“汽车轻量化车身结构件及高真空铝合金压铸件技改项目”累

计实现效益人民币22,361.72万元，占累计承诺实现效益的比例为94.50%，主要原因系受疫

情及下游汽车行业“缺芯”等问题影响导致市场需求不及预期。2022年1-8月，该项目实现

效益人民币7,397.58万元，已超额完成本年度承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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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8月31日，本公司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一、募集资金净额 786,397,938.70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注 1) 120,012,591.38 

减：2019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注 2) 92,081,099.01 

加：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1,036,040.07 

加：暂时闲置资金投资实现的收益（注 3） 2,946,100.40 

二、截至 2019 年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578,286,388.78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流余额（注 4） 214,765,570.45 

加：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356,778.28 

加：误转入的自有资金 30,000.00 

三、截至 2019 年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364,907,596.61 

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一、截至 2019 年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578,286,388.78 

减：2020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注 2） 60,521,878.25 

加：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1,025,302.65 

加：暂时闲置资金投资实现的收益（注 3） 2,356,913.66 

二、截至 2020 年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521,146,726.84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流余额（注 4） 230,000,000.00 

三、截至 2020 年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291,146,726.84 

202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一、截至 2020 年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521,146,726.84 

减：2021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注 2） 116,032,169.13 

加：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1,353,528.87 

加：暂时闲置资金投资实现的收益（注 3） 464,251.57 

二、截至 2021 年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06,932,338.15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流余额（注 4） 348,000,000.00 

三、截至 2021 年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58,932,338.15 

2022 年 1-8 月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一、截至 2021 年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06,932,338.15 

减：2022年 1-8 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注 2） 192,105,499.00 

加：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73,643.21 

加：暂时闲置资金投资实现的收益（注 3） 136,380.81 

二、截至 2022 年 8 月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215,036,863.17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流余额（注 4） 180,500,000.00 

三、截至 2022 年 8 月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34,536,8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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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注1：见本报告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中的说明。 

 

注2：截至2022年8月31日，本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580,753,236.77

元（其中：2019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120,012,591.38元，

以及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92,081,099.01元；2020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的金额为人民币 60,521,878.25元； 2021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116,032,169.13元；2022年1月至8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192,105,499.00

元）。 

 

注3：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障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将未使用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等方式存放以备随时使用，并拟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

个月）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进行结构性存款等。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拟将未使用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等方式存放以备随时

使用，并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

（不超过12个月）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存款产品等。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拟将未使用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等方式存放以备随

时使用，并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

（不超过12个月）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存款产品等。 

 

公司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上述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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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注4：截至2019年末、2020年末、2021年末以及2022年8月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的余额分别为人民币214,765,570.45元、人民币230,000,000.00元、

人民币348,000,000.00元以及人民币180,500,000.00元。历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金额、使用时间、批准机构、批准程序以及收回情况如下：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截至2020年3月18日，

公司已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24,976.56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截至2021年1月13日，公司已

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50,00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截至2021年12月27日，公司已将实际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37,610.7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截至2022年8月31日，尚有人

民币18,0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流暂未归还。 

 

截至2022年8月31日，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情况见如下“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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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639.7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8,075.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686.8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3.76%  2022年1月-8月                                               19,210.54 

  2021年                                                      11,603.22 

  2020年                                                       6,052.19 

  2019年                                                      21,209.3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2022年8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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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实际投资金额 

 

(2)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

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

额(3)=(2)-(1) 

截至日 

投入进度 

1 
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

项目 

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

项目 
2,570.00  

269.61 

（注 1）  
269.61 2,570.00  269.61 269.61 - 100.00% 不适用 

2 
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

及车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

及车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50,742.00 

44,043.48 

（注 2） 
38,562.94 50,742.00 44,043.48 38,562.94 

(5,480.54) 

（注 3） 
87.56% 2023年1月 

3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精密

加工智能制造项目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精密

加工智能制造项目 
15,774.79 15,774.79 9,351.34 15,774.79 15,774.79 9,351.34 

(6,423.45) 

（注 4） 
59.28% 2023年11月 

4 
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

目 

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

目 
9,553.00 

- 

（注 2） 
不适用 9,553.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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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2022年8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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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实际投资金额 

 

(2)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

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

额(3)=(2)-(1) 

截至日 

投入进度 

5 
- 

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

件加工中心 
- 

16,288.00 

（注 2） 
9,891.44 - 16,288.00 9,891.44 

(6,396.56) 

（注 5） 
60.73% 2025年2月 

6 
- 

汽车配件模具生产车间智能

化技术改造项目 
- 

2,398.89 

（注 1） 
- - 2,398.89 - 

(2,398.89) 

（注 5） 
- 2024年9月 

 合计 78,639.79 78,774.77 58,075.33 78,639.79 78,774.77 58,075.33 (20,699.44)   

 

注 1：“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2,570.00 万元，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3 年 6 月，2022 年 8 月，

公司对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变更，将该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300.39 万元及利息人民币 98.50 万元投入新项目“汽车配件

模具生产车间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缩减为人民币 269.61 万元，新项目“汽车配件模具生产车间智能化技术改

造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2,398.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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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注 2：“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以及“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原分别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50,742.00 万元

以及人民币 9,553.00 万元。2021 年 9 月，公司对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变更，将“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全部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人民币 9,553.00 万元及利息净额人民币 36.48 万元，和“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部分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

币 6,698.52 万元投入新项目“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工中心”。变更后，“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金额缩减为人民币 44,043.48 万元；“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缩减为人民币 0 元；新项目“新能源汽车大型一

体化结构件加工中心”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16,288.00万元。 

 

注 3：该项目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技术与原有高压铸造工艺不同，旨在提高公司低压铸造及重力铸造产能，该项目实施主体江苏文灿压铸有限公司 2020

年开始进行厂房改扩建，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项目生产能力，公司对厂房改扩建方案进行了多次优化，故造成相关生产线的建设和设备的选型周期有所

延长。 

 

注 4：公司为进一步提升技改产品工艺，保持技术领先水平，结合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工艺，对原有的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了优化，同时为提升资金使用效

率，控制投资风险，对该项目分步实施。公司对项目进行了自动化、智能化的提升和优化，造成相关生产线的建设和设备的选型、采购、安装的周期均

有所延长。 

 
注 5：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工中心项目和汽车配件模具生产车间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原因系尚

处于建设期，募集资金尚未完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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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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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承诺效益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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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1-

8月 

 

1 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 
不适用

（注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

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未达产 11,536.30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3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精密加工

智能制造项目 
未达产 2,439.00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4 
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

工中心 
未达产 3,900.14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5 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 
不适用

（注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 
汽车配件模具生产车间智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 
未达产 780.33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未达产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截止日期间，投资

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2：承诺效益是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的净利润。 

 

注3：“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且公司已于2022年对该项

目实施了变更，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新项目“汽车配件模具生产车间

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注4：“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原预计达产后年均净利润为人民币1,789.50万元，

公司已于2021年对该募投项目实施了变更，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新项

目“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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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五、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一）2018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上述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18年度报告中“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部分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如下：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披露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末累计 

实际使用金额 年报披露 差异 

1 雄邦自动变速器关键零件项目 58,926.38 58,926.38 - 

2 
汽车轻量化车身结构件及高真空铝合

金压铸件技改项目 
20,003.15 20,003.15 - 

合计 78,929.53 78,929.53 - 

 

本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18年度报告中“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部分中的相应披露内容均不存在差异。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上述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

度报告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部分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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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披露情况对照表（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末累计 

实际使用金额 年报披露 差异 

1 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 - - - 

2 
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

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12,998.56 12,998.56 - 

3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精密加工

智能制造项目 
8,210.81 8,210.81 - 

4 
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

工中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 - - - 

合计 21,209.37 21,209.37 - 

序号 项目 
2020年末累计 

实际使用金额 年报披露 差异 

1 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 8.00  8.00  -  

2 
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

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18,677.58 18,677.58 - 

3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精密加工

智能制造项目 
8,575.97 8,575.97 - 

4 
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

工中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 - - - 

合计 27,261.55 27,26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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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续）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续）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披露情况对照表（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21年末累计 

实际使用金额 年报披露 差异 

1 文灿股份研发中心及信息化项目 63.50 63.50 - 

2 
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底盘及车

身结构件智能制造项目 
29,149.83 29,149.83 - 

3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精密加工

智能制造项目 
8,646.45 8,646.45 - 

4 
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结构件加

工中心 
1,005.00 1,005.00 - 

5 大型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38,864.78 38,864.78 - 

 

本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在2019年度、2020年度及

2021年度报告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部分中的相应披露内容均不存在差异，

本公司未公告披露2022年1-8月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8 / 18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续) 

 

 

七、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募集资金相关公告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

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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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