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4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

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拟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轻量化锻造铝合金轮毂智能制造项目”的实施内容、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及建设期进行调整。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得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4 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6,948,029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329,399,929.32 元，扣除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1,044,213.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8,355,716.32 元。上述募集资金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

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367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

额 

投资进度 

轻量化锻造铝合金
轮毂智能制造项目 

福建日上锻造
有限公司 

31,835.57 8,610.24 27.05% 

合计 31,835.57 8,610.24 27.05%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

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为实现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部分尚未建设的

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建设期予以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轻量化锻造铝合金轮毂智

能制造项目 
轻量化锻造铝合金轮毂智能制造项目 

实施主体 福建日上锻造有限公司 福建日上锻造有限公司 
日上车轮（越南）有限公司

（审批中） 

实施内容 

投资总额 75000 万元，使

用募集资金 31835.57 万

元，其余自筹资金解决。 

投资总额 45,00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11,800

万元，其余自筹资金解

决。 

投资总额 5,500 万美元（约
38,500 万元人民币），拟使

用募集资金 20,035.57 万元

及其利息收入，其余自筹资
金解决。 

建设 5 条锻造铝轮生产

线，实现年产 125 万只锻

造铝轮。 

建设 3 条锻造铝轮生产

线，实现年产 75 万只锻

造铝轮。 

建设 2 条锻造铝合金轮毂和

配套部分钢制车轮生产线，
实现年产 50 万只造铝轮和

200 万只钢制车轮 

实施地点 
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丰山

镇九龙工业园区 

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丰

山镇九龙工业园区 

越南广宁省广安镇天丰区北

天丰工业区 

建设期 2023 年 11 月 2024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的原因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因疫情防控导致的市场环境变化及中美贸

易摩擦导致的贸易壁垒因素，公司经谨慎研究后放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并基于

公司跨国战略布局需要，着手寻求其他合适的实施地点，公司先后考察了泰国、印

尼、越南等地，经过多番考察论证，最终认为越南广宁适宜继续实施募投项目。此

外，基于公司越南北宁工厂建设十多年，且近三年订单和经营效益逐年向好考虑，在

建设锻铝生产线的同时配套新增部分钢制车轮产能，既能为客户提供更齐全的产品服

务，也能充分利用部分公共设施和节约管理投入达到投资效益最大化。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是从公司及股东长远利益出发，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了原日上锻

造的投资规模，改由新设立的日上车轮越南公司继续实施募投项目，未实质影响募集

资金的投资方向，仅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则配套部分钢轮产能，不会对原有项目的实施

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的情况说

明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为推动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拟以 20,035.57

万元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全部变更用于投资建设日上越南“轻量化锻造铝轮和钢制

车轮制造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为越南广宁省广安镇天丰区北天丰工业区，项目实

施主体为公司拟在越南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1、实施主体：公司在越南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日上车轮（越

南）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称为 Sunrise Wheel (Vietnam) Co., Ltd，最终以实际获批为

准。） 

2、实施地点：越南广宁省广安镇天丰区北天丰工业区 CN3.1A地块 

3、实施方式：新建 

4、实施内容、投资金额及投资结构 

公司拟在越南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本项目，新项目拟通过购买 11 万平方米土地，

自建厂房和购置设备，建设 2 条锻造铝合金轮毂生产线和配套部分钢制车轮生产线

等，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 50 万只造铝轮和 200 万只钢制车轮。 

项目总投资额为 5,500 万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 38,50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

集资金 20,035.57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剩余资金将以自筹资金投入。项目建设周期 24

个月。 

投资估算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投资构成 金额（万美元） 金额（万元人民币） 占比 

1 土地费用 1,064.80          7,453.60  19.36% 

2 建筑工程费用 1,780.95         12,466.68  32.38% 

3 设备及安装费用 2,414.50         16,901.51  43.90% 

4 其他费用 37.86            265.00  0.69% 

5 铺底流动资金 201.89          1,413.21  3.67% 



 

合计 5,500.00         38,500.00  100.00% 

备注：以上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 为估算参考，具体以实际出资日的汇率成交价

格为准。 

（四）项目延期的原因 

受疫情影响国外客户无法到厂验厂、外销订单开发受限，锻造铝圈的出口销量不

及预期，公司放缓了投资进度。且由于市场情况变化，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并调整了项目建设内容，越南广宁为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尚处于筹备

期。根据上述情况，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建设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积极办理工商登记和海外投资报备事宜，推动募投项

目的顺利实施。 

（五）变更后募投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国内境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以及越南当地投资许可和企

业登记等审批程序。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及延期对公

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新增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及延期，能够有效整

合公司资源，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布局，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本次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是公司经过综合考虑、论证了项目实施环境、项目建设进展及后续建设需

求，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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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所做的安排，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是公司经过综合考虑、论证了项目实施

环境、项目建设进展及后续建设需求，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

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得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进行变更，同意公司通过对外投资新设立越南子公司来实施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同意将本议案提请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越南子公司的设立、募集资金出资等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容、实

施地点及延期是公司经过综合考虑、论证了项目实施环境、项目建设进展及后续建设

需求，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不会对公司当前的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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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

容、实施地点及延期无异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

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是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做出的审慎决定，新增实施主体、

增加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有利于扩大公司的车轮产能，有利于扩大市场覆盖区

域，能更加及时、高效地服务客户，巩固业务的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该等事项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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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一

致同意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

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监督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

容、实施地点及延期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清单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增加实施内容、实施地点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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