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85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6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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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润股份”）拟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年产 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

项目”、“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及“年产 1.2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

设项目”结项。  

●公司拟将“年产 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补充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及“年产 1.2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120,366,740.31 元（含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

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江阴市恒润环锻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润环锻”）的日常经营活动。 

●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7,406,100.00 元（不

含利息），项目实施主体由恒润股份调整为恒润股份及全资子公司恒润环锻共同

实施，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延长项目进度至 2019年 11月完成。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5 万吨精加

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已使用完毕，“年产 1.2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因精加工自由锻件

市场需求行情变化，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公司将“年产 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补充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和“年产 1.2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节余

的募集资金共计 120,366,740.31 元（含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

结转时项目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恒润环锻的日常经营活动。

同时，为继续保持新产品研发优势，“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恒润股份

变更为恒润股份及全资子公司恒润环锻共同实施，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延长项

目进度至 2019年 11 月完成。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27 号）核准，公司获准发行新股不超过

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6.97元。截止 2017年 4月 28 日，公司实

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3,9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561.68 万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48,378.32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H10323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年 6 月 6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日余额 募投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

支行  

恒润环锻账号： 

92090154740004923 
200,000,000.00 32,801,635.75 

年产 2.5万吨

精加工大型环

锻扩产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恒润环锻账号： 

393000682018018015691 
129,000,000.00 87,474,543.00 

年产 1.2万吨

精加工自由锻

件建设项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公司账号：

39930188000098694 
16,500,000.00 7,453,422.84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周庄支行  

恒润环锻账号： 

018801160013675 
138,283,200.00 90,561.56 

补充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  

合计 - 483,783,200.00 127,820,163.15 -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6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年产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 200,000,000.00 169,886,118.78 

2 年产1.2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 129,000,000.00 49,018,038.14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500,000.00 9,093,900.00 

4 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138,283,200.00  138,283,040.00 

合计 483,783,200.00 366,281,096.92 

 

三、本次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年产 2.5 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 

“年产 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恒润

环锻，该项目主要为公司提升精加工及热处理产能，原计划投入 200,000,000.00

元，截至 2019年 6 月 6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69,886,118.78 元，尚有

部分尾款和质保金共计 7,914,933.00 元未支付，专户余额为 32,801,635.75 元

（含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实施主体为恒润环锻，该项目原计划投

入 138,283,200.00 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6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8,283,040.00元。 

3、年产 1.2 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 

 “年产 1.2 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恒润环锻，该项目

主要为公司提升自由锻件的深加工产能，原计划投入 129,000,000.00 元，截至

2019年 6月 6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9,018,038.14元。 

（二）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年产 2.5 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 

年产 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产项目已实施完毕，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在项目建设中公司有效地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募投



项目资金。因该项目尚未支付的部分尾款和质保金支付周期较长，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经公司审

慎研究后，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行业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拟将节余募集资

金 32,801,635.75元（含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

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承诺在该部分尾款或质保金满

足付款条件时，将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以自有资金支付。 

2、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该项目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拟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90,561.56 元（含利息，

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年产 1.2 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 

因精加工自由锻件市场需求行情变化，市场需求增量未达到项目预期，且未

来市场发展趋势存在不确定性，考虑到募投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若不考

虑市场需求情况在短期内集中投入，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本

着慎重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在项目前期放缓了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的实施进度，

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产品结构优化，若继续投入将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经充分论证，公司将不再对原项目进行投资，并将本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7,474,543.00元（含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余

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拟将“年产 2.5万吨精加工大型环锻扩

产项目”、“年产 1.2 万吨精加工自由锻件建设项目”、“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节余的募集资金共计 120,366,740.31元（含银行理财收益及利息，

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上述节余

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对上述存放募集资金的专户予以注销。专户注销后，公司、

恒润环锻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应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

影响 

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恒润环锻的日常经营

活动，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目前



公司主营业务重点聚焦恒润环锻的海上风电法兰业务，公司将集中优势资源加大

恒润环锻的研发及市场投入。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

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进一步扩充恒润环锻的流动资金，降低财务费用，

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四、本次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调整情况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2,452.55 万元，原计划募集资金投入

1,650.00 万元，主要由建安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及调试、研发费用和基

本预备费构成，实施主体为恒润股份。该项目不直接产生利润，旨在全面提升公

司研发和测试水平，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截至 2019 年 6 月 6 日，该项目已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 909.39 万元，尚未投入 740.61 万元。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增加实施主体、延长实施

进度的原因 

未来的锻造行业，高端装备、高端制造是发展趋势，公司及时把握市场发展

动向，紧跟市场需求，为确保持续的技术创新，开发出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扩大公司在海上风电装备领域的研发优势，并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在

现有设备购置满足研发需求的前提下，决定加大对研发费用的投入，该项目总投

资额保持不变。同时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恒润股份调整为

恒润股份及全资子公司恒润环锻共同实施，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延长项目进度

至 2019 年 11 月完成。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恒润环锻实施的部分为

550.00万元（不含利息），通过增资恒润环锻的方式实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调整前 

总投资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建安工程费 600.00  

1,650.00 

2 设备购置费 1,202.55 
3 安装及调试 50.00 

4 研发费用 400.00  
5 基本预备费 200.00 

合计 2,452.55 

 



序号 项目 调整后 
总投资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建安工程费 610.39 610.39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调试费 682.7 299.00 
3 研发费用 1159.46  740.61 

小计 2,452.55 1,650.00 

调整后，剩余募集资金 740.61 万元将主要用于支付研发人员薪资及采购研

发所需原材料等研发费用。 

（三）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信息 

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恒润股份调整为恒润股份及全资

子公司恒润环锻共同实施，江阴市恒润环锻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江阴市恒润环锻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1月 18日 

住所：江阴市祝塘镇工业集中区祝璜路南侧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承立新 

注册资本：23,849.562366 万元 

经营范围：锻件及其他大型精密锻件、不锈钢法兰、碳钢法兰、风力发电机

组配套辅机、大型工程施工机械零部件、电控内燃机零部件、精密新型回转密封

元器件的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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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恒润环锻的总资产为 114,894.08万元，净资产为

83,696.6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89,704.85万元，净利润为 8,372.78

万元。 

恒润环锻依托公司成立的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设立专门的技术研发部负责

恒润环锻的研发成果、在研项目，并和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材料研究院建立了长

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同时聘请高级工程师为恒润环锻技术研发提供动力，并由

此形成了集研发、生产、服务、管理为一体的核心技术力量，提升公司整体核心

竞争力。 

（四）本次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因研发中心建设及发展需要，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恒润股份及



全资子公司恒润环锻共同实施，以募集资金 55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恒润环

锻实施，将更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增资完成后，恒润环锻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指定的银行专户中进行

管理，公司、恒润环锻、保荐机构与开户银行将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公

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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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恒

润环锻的未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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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的内容，并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监事会意见 

2019年 6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结项

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本次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着维

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降低投资风险，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规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议案的内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恒润股份本次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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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

司本次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恒润股份实际业务经营

的需要，有利于恒润股份的长远发展和规划，不存在损害恒润股份和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综

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和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