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20-072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或“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
案》，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
的情况下，根据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并经审慎研究论
证，公司决定调整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将该募投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11 号文《关于核准河南森源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134,161,48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6.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159,999,972.90 元，扣除承销商保荐承销费用 30,00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为 2,129,999,972.90 元。同时扣除公司为本次发行所支付的发行登记费、信息
查询专项服务费、验资费、律师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2,134,161.49 元，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27,865,811.41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确认，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603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万元）

利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
设备产业化项目

150,000

147,000.00

2

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产业化项目

50,000

49,786.58

3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

20,000

16,000.00

220,000

212,786.58

合

计

注：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及投资规模的议案》，将公司“核电
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16,000 万元变更为不超过 20,000 万元，
不足部分投资金额由公司自筹解决，且已经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累计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
备产业化项目

150,000

153,647.43

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
业化项目

50,000

50,936.71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

16,000

8,549.18

216,000

213,133.32

募投项目名称

合计

注：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备产业化项目和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产业化项目超出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部分均为相关利息收入支出。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备产业化
项目”和“环保智能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产业化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并投产运
行。
三、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延期情况及原因
1、基本情况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拟建设包括核电电力装备的抗老化性能及试
验技术研究中心、抗震性能及试验技术研究中心、耐高温性能及试验技术研究中
心、核电电气设备大容量开断技术研究中心、高寿命运行技术研究中心、核电电
气设备结构设计与研究中心及实验检测和科技成果转移创新服务平台，形成集核
电电力设备基础技术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技术支持服务为一体的研发基地，为
公司核电电力设备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的技术研发与公司现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河南省中压输配电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能互联输配电装备及系统集成
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省电能质量治理工程研究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形
成了技术、资源、团队的良好合作共享机制，但最近几年，为支持公司“大电气”
战略的贯彻实施，公司研发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研发投入规模、在研项
目和研发人员也在持续增加，而“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在前期形成的技
术成果基础上，后续测试、检验工作的力度会逐步加大，现有研发场地有限且在
耐热性、抗震性和安全性等方面难以符合要求，为保证该项目后续的实施，经公
司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决定，拟自建新的研发中心，并将原项目投资总额 16,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
过 20,000 万元，不足部分投资由公司自筹解决。
根据 2019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决议，该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延期情况
根据“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
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
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决定调整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目达到
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
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

2020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

3、延期原因
公司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由公司采用自建研发中心方式实施，该项目
所用土地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新购置土地，所涉土地公司已与当地政府签署有用
地意向，该土地已经河南省政府批复为城市建设用地，项目建设符合地方政府
的土地规划和产业规划。该地块原计划 2018 年 8 月交付公司，但因拆迁进度延
缓，导致土地无法按计划及时交付，由此导致项目推进低于预期。目前地方政
府已成立工作小组，积极推进拆迁工作，且承诺力促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拆
迁交付及进行出让并达到开工条件，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经谨慎研究
论证，决定将该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
四、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因该项目已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公司对“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进行了重新论
证，具体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拓展核电电力装备应用领域的需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输变电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在高低压成套开关
等输变电设备领域积累了系列研发成果，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在核电电力装备
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向更高技术含量的应用领域拓展。核电
电力装备行业壁垒较高，并且在技术方面具有严格的要求，核电电力装备研究
院项目的建设将整合公司各个技术研发平台，搭建围绕核电电力设备基础技术
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技术支持服务为一体研发平台和试验中心，降低整体运
营成本，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有助于公司更贴近客户、了解客户需求，及时掌
握市场方向和技术发展趋势，组织技术攻关，并促进相关产品在核电装备工业
领域的广泛应用。项目建设对促进核电设备国产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对实现核电安全级开关设备自主化、国产替代进口具有重要的
意义。
2、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公司主要产品输变电设备，主要应用于电网、核电、轨道交通、新能源、冶
金、石化等领域，其中核电电力装备代表了公司研发产品的安全性、高技术含量
等特点。公司在核电力装备领域的拓展是公司产品在新技术、新领域的的突破，
能够成为助推公司发展的新动能。随着我国核电领域的快速发展及核电产品国产
替代进口化的不断加速，公司需要不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紧跟市场发展趋势，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的建设将大幅度提升公司核电安全级开关设备的研发水平，
提高产品设计水平和制造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核电相关技术储备、不断提升工
艺水平，提高公司核电产品市场竞争力。
3、公司不断提高技术研发实力的客观需求
公司近年来深入布局核电电力装备领域，基于产品开发需求和研发人才队伍
的不断扩大，对高水平科研人才、试验场地、办公环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的建设采用自建研发中心方式实施，将给公司提供一个完
整、相对集中的研发、试验、办公环境，有利于加强对高水平拔尖人才、科技骨

干的引进和培养，优化研发队伍人员结构，不断提高公司技术研发实力。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政策可行性
核电是电网承载基本电力负荷的三大基础发电方式之一，核电清洁稳定高
效，可大规模替代火电作为基荷能源，是未来国内能源投资增量的最重要来源，
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实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20%的目标，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自 2015 年核准 8 台新建核电机组后，中国核电行业经历了 3 年多的“零
核准”状态。2020 年，国务院对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
的核准，开启了国内核电的实质性重启。2018 年以来国内核电工程建设加快，开
启了新一轮规模化建设期，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在建核电机组 13 台，总装机容
量 1,387.1 万千瓦，在建机组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2、技术可行性
公司目前已具备中核集团供应商资格，且于 2018 年 10 月获得国家核安全局
下发的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和制造许可证，已具备核电安全级开关设备的工程设
计、制造及销售和服务资格。同时，公司借助已有的核电电力设备研究成果及其
推广应用，成功申报并获批组建了河南省核电开关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20
年 9 月，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华龙一号（HPR1000）机组核
电 1E 级中、低压开关部分设备已通过鉴定大纲评审，为后续的鉴定试验工作和
研发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将依托公司电气化全产业链条的综合研发实力，促使公司核电电力装备
研发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进而为“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建设
提供有力保障。
3、市场可行性
随着我国核电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后，特别是近两年，我国“华龙一号”技
术的成熟应用，并出口到国外，以及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抑
制核扩散的快堆技术）成功突破和示范工程的建设，核电设备制造业面临着巨大
的发展机遇。
公司紧抓国家重启新一轮核电项目的契机，积极推进核电力装备市场开发。
目前。公司已先后中标并交付山东海阳核电站供热项目、霞浦示范快堆项目等国

家重点工程，其中福建霞浦快堆项目为国内首个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抑制核扩散
的快堆技术）示范工程，彰显了公司在核电产品领域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
对公司核电电力装备市场的拓展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三）预计收益分析
“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公司认为“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结合公司目标战略、市场情况，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
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六、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
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并经审慎
研究。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项目所用土地交付延期等各种不可预见
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
的谨慎性决策，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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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延期。
2、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调整
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
3、保荐机构意见
中原证券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仅涉及该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
未调整项目的总投资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
形。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并对其实施的可行性进
行了重新论证，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因此，中原证
券对森源电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同时中原证券也注意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
项目所用土地交付延期等各种不可预见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提请
公司持续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工作，推动项目的如期实施。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核电电力装备
研究院建设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