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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变更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 

1.滨州发动机年产 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25万套缸体、缸盖项目”） 

2.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原项目实施主体： 

原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纳川（滨州）轻量化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轻量化”） 

 新项目名称及投资金额 

国 VI高效汽车活塞智能制造项目（以下简称“国 VI高效活塞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48,368万元 

 新项目实施主体： 

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活塞

有限”）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8,790.54万元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 

“国 VI高效活塞项目”预计 2022 年 12月完成项目建设并全部达产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2951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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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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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

购报价单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8,891,316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 8.9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92,466,191.36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 33,600,000.00 元、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0,366,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648,500,191.36 元。 

（二）前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月 28日、2020年 9月 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将“25万套缸体、缸盖项目”的

部分剩余募集资金 42,514.09万元和“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部分剩余募集

资金 5,320万元，共计 47,834.09万元，变更用途用于偿还收购德国子公司 BOHAI 

TRIMET Automotive Holding GmbH（简称“BTAH”）75%股权的部分银行借款。 

将“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部分剩余募集资金 2,486万元，变更用途用于

“国 VI 高效活塞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8月 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延期及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2020-056 号）。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为 8,790.54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

169,246.62万元的比例为 5.19%，具体情况如下： 

1.拟将“25万套缸体、缸盖项目”的部分剩余募集资金 4,676.98 万元和“前

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229.35 万元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累计产

生的利息，共计 8,790.54万元，变更用途用于“国 VI高效活塞项目”。 

“25 万套缸体、缸盖项目”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 1,973.36万元，将继续用

于实施原项目，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导致“25万套缸体、缸盖项目”的资金缺

口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变更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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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汽车芯片短缺等各种因素影响的

大背景下，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

报，公司结合资金需求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变更。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滨州发动机年产 25万套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建设项目  

（1）项目计划实施内容及实施主体  

“25万套缸体、缸盖项目”计划在滨州轻量化厂区新建年产 25 万台套的缸

体、缸盖铸造生产线、粗加工生产线、精加工生产线和年产 25万根曲轴生产线，

并在生产基地内敷设相关配套工程建设。  

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滨州轻量化。 

（2）原计划投入金额  

项目原计划总投资额为 137,941 万元，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

118,911.40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拟投入资金构成明细如下： 

序号 费用明细 投资金额（万元） 比例 

一 建设投资 132,541 96% 

1 车间设备购置支出 83,610 61% 

2 建筑工程支出 27,941 20% 

4 其他费用 13,774 10% 

5 预备费 5,046 4% 

6 贷款利息 2170 2% 

二 铺底流动资金 5,400 4% 

（3）项目预计实现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预计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7.9年，内部收益率为 11.00%。 

（4）项目批准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山东省发改委 1400000083 号登记备案证明和滨州市环境保护

局滨环 251审表[2015]20 号环评批复。 

（5）变更情况 

2020 年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后，该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变更为

76,39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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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际实施情况 

该项目实际实施主体为滨州轻量化，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69,746.97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6,650.34万元。 

2. 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 

a变形铝合金车身成型与连接技术 

具备铝车身覆盖件和结构件的协同设计能力，掌握主流成型技术以及钢-铝、

铝-铝主要车身连接技术。并初步具备与整车客户系统进行车身结构设计的能力。 

b电动车传动系统  

掌握电动车单档/多档传动系统结构、电控系统、NVH控制、传动效率提升等

各方面的自主正向研发能力。并形成能够适配 8000rpm以下（含）电动机，输入

扭矩涵盖 150~350Nm 的平台化系列产品。 

c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掌握结合毫米波雷达与视频传感器的综合全向感知系统平台技术的设计能

力、基础控制逻辑源代码以及核心电子控制单元设计技术，同时初步掌握 AEB制

动系统以及线传及制动系统的基础技术。 

上述项目实施主体为滨州轻量化。 

（2）项目投资情况 

前瞻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预计总投资为 11,030 万元，拟全部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入。 

拟投入资金构成明细如下： 

序号 投入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1 变形铝合金车身成型与连接技术 3224 

2 电动车传动系统 3376 

3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4426 

（3）项目预计实现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主要从事专业技术研发，不产生直接经济收益。 

（4）项目批准情况  

2016年 4月 18日取得了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下发的关于前瞻技

术研究中心项目的《登记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161608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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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8日取得了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下发的关于前瞻技

术研究中心项目的《节能登记备案意见》（滨开经能审备[2016]12 号）。 

2016 年 4月 25 日完成了对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环境影响登记，取得了

滨州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滨

开环建[2016]2-3号）。 

（5）变更情况 

2020 年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该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变更为

3,224万元,并全部用于“变形铝合金车身成型与连接技术”项目。 

（6）实际实施情况 

该项目实际实施主体为滨州轻量化，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994.65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2,229.35万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1.截至目前，公司“25 万套缸体、缸盖项目”初步形成年产 15 万套缸体、

缸盖等产品的产能，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汽车芯片短缺以及铝等主要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考虑国内汽车行业缸体缸盖等产品领域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根据行业发展态势、市场环境影响及公司实际情况，在开拓市场满足客户订

单供应的前提下，为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

资金投资回报，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变更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后，“25

万套缸体、缸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973.36 万元，将继续投入该项目，后续

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基本能够满足滨州轻量化目前业务订单需求。 

2. 公司德国子公司 BTAH在驱动、底盘及结构部件等方面拥有的先进技术和

制造工艺以及成熟稳定的中高端客户关系，在子公司 BTAH 的协同下可以推进提

升公司中高端产品研发制造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德国新冠疫情持续严

峻的影响，两国间的人员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原计划实施的“前瞻技术研究

中心项目”未能按计划进度推进，为保护股东利益，减少费用支出，有效利用资

金，公司拟变更“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 

“前瞻技术研究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属于费用类投资，此次变更募

集资金投向将募集资金用于能够直接产生效益的项目，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3.商用车国 VI 排放标准的实施，为国 VI 高效能活塞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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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VI 活塞拥有更高的价格及利润率，也将带动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变更募

集资金投向将有利于加快公司“国 VI 高效活塞项目”的实施进度，为公司带来

良好的发展前景。 

4.截止目前，2020 年变更用途用于“国 VI高效活塞项目”的募集资金 2,486

万元已全部已使用完毕，且公司于 2020年 3 月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终止 2018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国 VI 高效活塞项目”急需资金支持，该项变更有利于公

司降低债务融资规模及成本。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1.新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 “国 VI 高效活塞项目”，该项目为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1 国六高效汽车活塞智能制造项目  48,368.00  

国VI高效活塞项目是由建设 6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六汽车活塞生产线，

新增 200 万只/年国六轻量化清洁能源汽车活塞智能制造能力；建设 5 条具有国

内先进水平的国六高效节能汽车发动机锻钢活塞生产线，新增 60万只/年国六汽

车钢活塞智能制造能力；完善国六汽车活塞实验中心，满足国六排放法规和要求

的发动机活塞及活塞新材料的研发，进行国六排放标准的柴、汽油发动机和天然

气发动机活塞摩擦副组件的综合性能测试分析等三个子项目构成的。项目实施主

体为活塞有限。 

项目计划建设期 24 个月，主要分为调研阶段、设备购置阶段、安装调试阶

段、试生产阶段等，达产后将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56,945.9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6.14年（含建设期），内部收益率为 19.96%。 

截至 2021年 10 月 31日，该项目已完成 35,417.55万元投资额，预计 2022

年 12月完成项目建设并全部达产。 

上述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信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2018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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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2.新项目实施主体暨活塞有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6月 8日 

经营范围：活塞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内燃机、压缩

机及摩托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销售；铝及铝制品的生产销

售；机床设备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润滑油、齿轮油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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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塞有限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发展前景 

1.环保标准切换为国 VI高效能活塞带来较大发展机遇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7）》，机动车污染已

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环境保护部、

国家质检总局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联合发布了《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并于 2021 年 7 月全面推行商用车国 VI 排放标准。 

活塞作为发动机的关键零部件，其性能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功率输

出、排放、噪声和油耗等指标。随着国家排放法规升级速度加快，排放物限值越

来越低，对活塞的各项性能指标及试验检测设备的精度、测试环境提出越来越高

的要求。因此，设计开发、研究和符合国六标准的汽车发动机活塞已成为我国内

燃机活塞工业今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国 VI 标准活塞具备良好的市场发展前

景。 

2.公司市场储备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良好基础  

活塞有限是国内最大的活塞生产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培育，公司产

品以良好的性能、稳定的质量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公司

连续多年荣获潍柴动力、玉柴机器、上海柴油机厂、中国重汽、一汽锡柴、一汽

大柴等国内知名发动机公司“优秀供应商”、“质量优胜奖”等荣誉称号。公司

自身品牌竞争优势、市场影响力，以及储备的优质客户资源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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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二）存在的风险 

1.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汽车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通胀水平、资金供给、利率变动以及消费信

贷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相关性较强。因此，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将对汽车消费

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对汽车零部件企业产生影响。  

2.原材料风险  

该项目主要原材料主要为钢、铝等金属，原材料采购价格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很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该项目投资收益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3.全球汽车零部件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各大汽车零配件厂商都在加大研发投入和生产投入，

该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

出的，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及公司的战略定位，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二) 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经营需要，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 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渤海汽车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履行了

相应法律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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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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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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保荐机构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五）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说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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