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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98     证券简称：康普顿       公告编号：临 2017-05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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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新项目：新增年产 4万吨润滑油、2万吨防冻液和 1,000吨制动液项目，

预计总投资 12,180.58 万元，其中部分资金由区域营销中心募投项目

4,020万元变更使用用途，剩余资金 8,160.58万元由公司自筹解决。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4,020万元。 

 新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一年，完工后当年可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86号)核准，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25,0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4.33 元。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324,033,05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和信验字[2016]第 000027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万元） 

1 年产 4 万吨润滑油建设项目 20,642.00 

2 自动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3,402.9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338.40 

4 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4,020.00 

合计 3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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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和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和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募集资金投向的

相关议案。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投入募投项

目 22984.92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拟对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在原年产 4万吨润滑油募

投项目的基础上，新增年产 4万吨润滑油、2 万吨防冻液和 1,000吨制动液项目

的开发建设，该项目实施需新增 12,180.58万元投资，其中一部分资金由区域营

销中心募投项目 4,020 万元变更使用用途，剩余资金 8,160.58 万元由公司自筹

解决。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尚需公司 2016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4,020万元，在全国设立 9个润滑

油区域营销中心，其中青岛营销中心作为总部营销中心，在每个营销中心的中心

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最终实现润滑油业务区域经销商管理和市场开拓的驻地模式。

该项目经过青岛市崂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青崂发改项[2011]95 号）及《关

于青崂发改项[2011]95 号文件有效期延期的通知》（青崂发改项[2015]147 号）

的核准。 

截止到 2016年 12月 31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尚未投入使用。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与国家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的稳定及市场需求

的变化，在建设过程中，公司决定对青岛康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润滑油项目优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年产 4 万吨润滑油建设项目 20,642.00 19630.55 1011.45 

2 自动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3,402.90 1629.71 1773.19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338.40 1724.66 2613.74 

4 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4,020.00 0 4020 

合计 32,403.30 22984.92 94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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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调整，新增年产 4 万吨润滑油、2 万吨防冻液和 1,000 吨制动液项目，进一步

提高润滑油、防冻液及车用化学品的质量与产量，提升规模效应降低制造费用，

原润滑油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内容将视业务发展需要以租赁形式开展。届时青

岛康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产能变为年产 8 万吨润滑油、2 万吨防冻液和 1,000

吨制动液。 

 

三、详细介绍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新增的年产 4万吨润滑油、2万吨防冻液和 1,000吨制动液项目位于黄岛区

国家石油储备库以东，红石崖 4 号路以北镇（街办），项目利用子公司康普顿石

油化工产业区内原有厂房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厂区各种生产、

办公所必须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室外管网、绿化、道路、场地等。本项目计

划建设周期为 1年。项目建设单位：青岛康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康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项目已经取得的各种政府批准文件、土地使用权证等审批证明： 

证照 发证日期 证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2 年 2 月 24 日 青房地权市字第201222878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1年 12月 28日 地字第 37 0200201117169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2年 12月 19日 建字第 37 020020121734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3 年 8 月 16 日 编号 370211201308160101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2017 年 3 月 24 日 编号 2017-370211-41-03-000004 

2、项目可行性分析 

该项目对公司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技术水平有重要意义，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

健康、稳定发展。项目选址基础为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4万吨润滑油项目，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非常完善，可以满足项目建设要求，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通过本项目

的建设，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已有的效益优势、设备优势﹑管理优势、市场优势、

机制优势，壮大企业实力，实现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新

的利润增长点，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竞争力。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新增项目预计总投资 12,180.58 万元，其中部分资金由区域营销中心募投

项目 4,020万元变更使用用途，剩余资金 8,160.58万元由公司自筹解决。 

项目中固定资产投资7,883.42万元，包括设备工器具购置费7,287.19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 150 万元，预备费 446.2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297.16 万元。

项目建成后，年销售额 69,082.6万元，年工业增加值 1,9101.0万元。项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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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年份利润总额为 9,552.4万元，净利润为 7,164.3万元。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为 77.17%。 

税后各项指标亦分别按照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其结果分别为：税后财务内部

收益率为 16.12%，税后财务净现值为 2,668.5 万元，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2 年

（含建设期 1年）。 

上述涉及未来计划、效益分析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新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主要可能存在如下风险： 

（1）管理风险 

公司在募投项目的管理、组织实施过程中，可能由于不可抗力或客观市场环

境变化以及公司实施、管理过程中的潜在的疏漏，导致上述项目推迟、无法实施

或项目投资收益无法达到预期水平，从而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子公司将按照公司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

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经验，使得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运作。同时公司将对

子公司的各类人员进行系统的、常规性的各项培训，使其尽快融入公司的企业文

化，不断优化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车用润滑油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国内外润

滑油制造厂商在该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国内 AM 市场由于参加竞争的企业数量

较多，其中的代表公司有中石油润滑油公司、中石化润滑油公司、美孚、英荷皇

家壳牌集团、英国 BP 嘉实多及本公司等公司，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应对措施:公司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并向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升级，向新领域

拓展，并快速实现新产品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切实提升公司竞争地位，保持稳定

的产品毛利率。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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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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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公司的发展战略。议案已

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出席董事会的全体董事同意，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募集

资金的变更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

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发表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已履行了必要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程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并将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康普顿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本次变更

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年产 4万吨润滑油、2万吨防

冻液和 1,000吨制动液项目尚需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6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二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公司二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四）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