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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明装备”）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的议案》。公司在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等因

素情况下，为了维护股东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调整“特高压直流分

接开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同时，增加“收

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对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上

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489 号）核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6,231,88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66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9,999,989.78 元，扣除

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14,000,000.00 元，余额为人民币 335,999,989.78 元，由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

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335,999,989.78 元，扣除本公司自行支付的验资费、

信息披露费、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3,954,231.8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332,045,757.90 元。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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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出具 XYZH/2015JNA40051号《验资报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数额（万

元） 

1 
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8,971 28,500.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694 6,500.00 

合计  35,665.00 35,0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 

金额（万元） 

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累

计投入金额（万元） 

投资

进度 

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8,500.00 5,917.04 20.7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00.00 1,294.40 19.91%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根据未来发展战略以及行业近年的

实际发展状况并从企业经营实际出发，拟调整“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同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收

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对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本次调整后公司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

元） 

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万

元） 

本次调整后预

计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11,316.81 11,316.81 

2019年 12月

31日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359.52 1,359.52 
2019年 12月

31日 

3 
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39,800.00 16,000.00 - 

4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对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 

4,528.25 4,528.25  

合计 57,004.58 33,204.58  

以上募集资金所投入的项目，在最终结算后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



足。 

 

（三）公司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上述募集资金用途的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时公司保荐机构也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调整方案及原因 

（一）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本次变更前项目基本情况 

“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28,971 万元，拟投入

募集资金额 28,500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具体项目金额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比例 

1 建筑与安装工程 14,413.00 49.75%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9,950.00 34.34% 

3 预备费 1,150.00 3.97% 

4 铺底流动资金 3,458.00 11.94% 

合计 28,971.00 100.00% 

 

2、调整方案 

公司“特高压直流分接开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 28,971 万

元，使用募集资金 28,5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项目已完成投入金额

5,917.04 万元，占原计划固定投资总额的 20.76%，公司经审慎反复研究，拟调

减该项目投资金额，将该项目的投资金额变更为 11,316.81万元，其中拟投入募

集资金额 11,316.81 万元，并拟将该项目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变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对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增

资项目”。 

调整后的投资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比例 



1 建安工程 6,941.00 61.33%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4,375.81 38.67% 

合计 11,316.81 100.00% 

 

3、调整原因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主要系公司可以通过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征电气”）实现公司在分接开关行业产能的提升，为审慎使用

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调整了募投项目的规模。同时公司根据

市场形势变化对募投项目进行阶段性投入，避免出现盲目扩张，造成资源浪费，

所以调整了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本次变更前项目基本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6,694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6,500万元，

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具体项目金额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比例 

1 建筑与安装工程 723.00 10.80% 

2 研发设备购置及安装 5,655.00 84.48% 

3 预备费 316.00 4.72% 

合计 6,694.00 100.00% 

 

2、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 6,694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项目已完成投入金额 1,294.40 万元，占

原计划固定投资总额的 19.91%，目前由于外部市场的调整以及公司自身的研发

调整，经审慎反复研究，拟调减该项目投资金额，将该项目的投资金额变更为

1,359.52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359.52万元，并拟将该项目预计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变更为 2019 年 12月 31日。 

原募投项目所对应的研发方向，华明制造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创新，以自身的

技术优势已经完成了相应产品的研发，具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同时，近年来宏

观经济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近年来订单中相应产品的增长未达预期，公司



现有产品及技术更新积累已基本满足未来一定时间市场需求，故此若仍按照原有

的规划来实施，可能面临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投资回报不确定的风险。 

因此，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为避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保护

全体股东利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变更本次本募集资金投

资实用项目。同时公司会根据未来市场环境及客户需要等情况适时进行符合市场

及行业发展走向的产品研发应用，以上募集资金所投入的项目，在最终结算后，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对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3、调整原因 

公司为应对经营环境变化、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现决定适当调减相关项目的

投入，同时为审慎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市场形势变化进

行阶段性投入，避免出现盲目扩张，造成资源浪费，所以调整了募投项目的投资

进度。 

 

三、新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一）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华明装备于 2018年 8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制造”）以现金方式

收购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控股”）持有的贵州长征

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电气”）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月 13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2 号）。目前，天成控股已将其持有的长征电气 80%

的股权办理工商过户到华明制造，剩余股权的工商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项目实施主体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38.4793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号 

股权结构：公司 100%持股； 

经营范围：电力设备（除专项）（生产，销售，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项目投资及完成情况 

“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计划总投资 39800 万元，其

中项目资金 16,0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3,800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的背景情况 

“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是公司基于进一步做大做强

电力分接开关业务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收购完成后，公司在电力分接开关领域的

市场份额预计会有所上升，行业竞争力会得到加强。公司将会与标的公司充分整

合，协同发展，继续做强做大分接开关业务。 

华明制造和长征电气同为国内主要生产变压器分接开关的龙头厂商，随着本

次收购的完成，长征电气将成为华明装备的全资孙公司，双方将会在融资渠道、

原材料采购、产成品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双品牌并

存，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有利于有载分接开关行业的良性发展。 

华明装备在电力设备业务领域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得到提升。通过本次收购

将最大限度的提升华明装备在电力设备业务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为未来增加上市

公司利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4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毅 

成立日期：2008年9月26日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武汉路临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680161093P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销

售: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电器元件及电子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及售

后服务；电气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对外贸易；机械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营业期限：2008年 9 月 26日至 2028年 9月 26日 

长征电气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7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 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715,188,076.49 717,332,133.54 

负债总额 479,801,043.23 463,780,615.98 

净资产 235,387,033.26 253,551,517.56 

项目 
2018 年 1-7 月 

（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2,913,365.69 277,577,783.01 

净利润 -18,164,484.30 19,534,958.92 

（3）项目建设存在的风险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不存在新增风险，风险

可控，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

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9800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16000万元。该项目预计年化投资回报率为 12%，投资的回收期

为 8.3年。 

（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对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截至目前，天成控股已将其持有的长征电气 80%的股权办理工商过户到华明

制造，剩余股权的工商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拟在天成控股将其持有的长征

电气剩余 20%股权过户至华明制造后（即华明制造持有长征电气 100%股权后），

使用募集资金 4,528.25 万元由华明制造对长征电气进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增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78号）。本次增资前后长征电气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华明制

造仍持有长征电气 100%股权，并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四、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是公司基于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战略提出的，有较高

的可行性。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

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投项目的

客观实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投项目的调整符合公

司的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进行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此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对

募投项目进行变更。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

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做出的调整，符合

公司发展布局和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华明装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尚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履行了现阶段信息披露义务和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华明

装备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保荐机构意见；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