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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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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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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

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海防”）2020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10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向

5 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78,961,248 股，

发行价格 26.76 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113,002,996.48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10,889,993.48 元。 

2020 年 1 月 23 日，上述认购款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验资专户内。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查验，并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0022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拔付情况和使用情况 

公司 2020 年年度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 122,749.98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合计 122,749.98 万元，其中用于支付现金收

购标的资产的对价 80,975.38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合计

31,100.00 万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合计 10,674.61 万元。 

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本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5,789.27 万元。（含

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金额 1,503.31 万元，支付手续费 0 万元）。募集资

金专户账户余额合计为 89,842.34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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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在本次重组交割完成后在相关开户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和管理。 

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奥运村支

行”）开立了中国海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披露

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编号：临 2019-053）。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披露的《关

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临 2020-004）。 

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声海仪”）、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声科技”）、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威智能”）、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电子”）、连云港杰瑞自

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自动化”）、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杰瑞”）、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海装备”）为公司子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2020 年 6 月 28 日，海声科技、

瑞声海仪及双威智能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宜昌自贸区支行（以下

简称“工商银行宜昌自贸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上泗支

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上泗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支行（以下简

称“中国银行涿州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0 年 7 月 20 日，青岛杰瑞、

杰瑞自动化、杰瑞电子及辽海装备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

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

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连云港高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以下简称“浦东银行连云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滨河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沈阳滨河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与前述各子公司及相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

临 2020-018）、《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



 

临 2020-020）。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合计余额为 89,842.34 万元。募

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专户用途 
存储金额 

（万元）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

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

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奥运

村支行 
137211516010009557 

中国海防本部募集资

金管理专户 
65,789.27 

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

限公司 

农业银行上泗

支行 
19020301040023234 

海洋防务 XXXX 探测

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20,276.70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

限公司 

工商银行宜昌

自贸区支行 
1807080029200276074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0.00 

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涿州

支行 
101913832981 

工业智能装备 

产业化项目 
3,734.36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

公司 

浦东银行连云

港分行 
20010078801900002206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

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0.00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连云

港高新支行 
553474790704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

间产业化项目 
0.00 

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

公司 

农业银行青岛

市北第三支行 
38090801040022529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 

产业化项目 
42.01 

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农业银行沈阳

滨河支行 
06181001040032954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 

产业化建设项目 
0.00 

三、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所承诺的情况，公司在本次交易中

所获取的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支付现金

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标的公司项目建设、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

还债务等。 

本次交易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10,889,993.48 元，其中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9,000 万元；

用于支付现金对价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80,975.38 万元；余下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上市

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2,749.98 万元，其中用于支付

现金收购标的资产对价的募集资金 80,975.38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 31,100.00

万元，用于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合计 10,674.61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2020 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于

前期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旗下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为 10,334.66 万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

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鉴证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0]第 ZG10022 号），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已投入自

筹资金 

需置换自

筹资金 

1 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3,000 5,803.30 5,803.30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 建设项目 5,500 278.09 278.09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5,500 1,383.69 1,383.69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27,827 1,709.63 1,709.63 

5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7,016 893.45 893.45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 42.01 42.01 

7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10,000 224.49 224.49 

合计 99,000.00 10,334.66 10,334.66 

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 2020 年 7 月

23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0,334.66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拟变更实施主体或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二）拟调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三）拟终止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四）拟新增的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五）拟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此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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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认

为：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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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修订）》的要求。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附表：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20 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1,300.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2,749.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2,749.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33,000.00   33,000.00 5,803.30 5,803.30 -27,196.70 17.5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建设

项目 
  5,500.00   5,500.00 278.09 278.09 -5,221.91 5.0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5,500.00   5,500.00 1,765.64 1,765.64 -3,734.36 32.1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

化项目 
  27,827.00   27,827.00 1,709.63 1,709.63 -26,117.37 6.14%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

目 
  7,016.00   7,016.00 893.45 893.45 -6,122.55 12.7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00   10,157.00 0.00 0.00 -10,157.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

项目 
  10,000.00   10,000.00 224.49 224.49 -9,775.51 2.24%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8、支付现金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   80,975.38   80,975.38 80,975.38 80,975.38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9、补充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   31,113.62   31,113.62 31,100.00 31,100.00 -13.62 99.9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11,089.00   211,089.00 122,749.98 122,749.98 -88,339.02 58.15%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海洋防务 XXXX 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瑞声海仪）：项目已完成地下室工程施工，正在进行地上

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年内完成地上主体结构结顶；已启动工艺设备建设实施工作；预计 2023 年完成建设

实施。 

2、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 XXXX建设项目（海声科技）：项目已开工建设，但由于企业 2020年处于新冠疫

情核心区域（湖北省），项目受疫情影响进度不如预期。目前海声科技正根据十四五规划对募投项目方案

进行优化中。 

3、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双威智能）：项目基本按照计划进度实施中，预计 2022年 5 月份竣工



 

验收。 

4、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杰瑞电子）：受 2020 年新冠疫情影响，各地相继出台并严格

执行延迟复工复产、减少人员流动等疫情防控政策，导致进度有所延后。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优化项目资

源配置，控制项目投入风险，推动募投项目实施，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更符合行业环境和公司发展

战略的要求。 

5、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杰瑞自动化）：项目建设工作一部分已经建成达产，部分建设工

作由于所处区域地处盐碱滩涂，改造的工程复杂度较高，进度有所滞后。预计此项工作在本年度计划周期

内可以完成改造。 

6、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青岛杰瑞）：受 2020 年新冠疫情影响，项目进度不如预期，同时随

着 2020 年我国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完全建成所带来的行业发展新态势，公司正根据十四五规划对项目

进行优化调整中。 

7、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辽海装备）：辽海装备十四五规划及高质量发展战略制定完成，

为适应新发展战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目前辽海装备正根据十四五规划对募投项目方案进行优化调

整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在 2020 年上半年均使用自筹资金进行项目建设。2020 年 7 月 22日，公司统一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预先投入募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详见《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的公告》（临 2020-02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