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0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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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或“公司”）2020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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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411 号]
文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0 万股 A 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后，募
集资金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
在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用后的余额 1,079,699,999.80 元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分别转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完成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XYZH/2012CDA4086-2]，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验资报告》。
2020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资金 1,720,081.86 元，加上以
前年度已投入金额 905,598,776.28 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907,318,858.14 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募集资金 2,445,510.03 元（含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利息及现金管理投资收益净额 78,684,115.13 元，已扣除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 248,619,746.76 元），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为便于管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 2,445,510.03 元已于 2020 年 2 月全部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二）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339 号］文核准，公司以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总股本 559,623,95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配售 2.5 股，配股
价格为 4.69 元／股。本次配股发行共计配售 136,372,02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
集资金总额 639,584,801.9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3,565,414.08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6,019,387.8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
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7CDA40238]。
2020 年，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投入资金 19,012,076.20 元，加上以前年
度 已 投 入 金 额 109,480,593.80 元 ， 公 司 配 股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128,492,670.0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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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配股剩余募集资金 112,147,805.89 元（含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利息及现金管理投资收益净额 65,434,937.58 元），其中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9,50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7,147,805.89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本公司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具体
情况如下表：
（一）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开户
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监管协议
签订时间

协议是否
存在重大
差异

履行情
况

长虹
华意

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62061613018010067439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加西
贝拉

建设银行嘉兴分行营业部
33001638047059100000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长虹
华意

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106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长虹
华意

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362061613018010067515

2013.2.1

否

已履行
完毕

长虹
华意

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230

2013.3.28

否

已履行
完毕

长虹
华意

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203718019940

2013.3.28

否

已履行
完毕

协议是否
存在重大
差异

履行情
况

备注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完
成，2016 年 8 月已销户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高效
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已投产，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账户已注销
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
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原为以募集资金增资江西
长虹实施，因公司吸收合
并江西长虹，实施主体变
更为长虹华意。为便于管
理，该账户资金已于 2020
年 2 月全部转出，后续设
备尾款将以自有资金支
付。该账户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销户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
项目，账户已注销
用于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
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
目，后实施主体变更为长
虹华意，账户已注销
增资加西贝拉，用于新建
年产 500 万台超高效和变
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增
资已完成，账户已注销

（二）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开户
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监管协议签
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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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开户行及账户

监管协议签
订时间

协议是否
存在重大
差异

履行情
况

备注

长虹
华意

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
业部 202237519037

2017.6.8

否

正常履
行中

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
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长虹
华意

建设银行景德镇昌江支行
36050162016400000143

否

正常履
行中

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
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提
升项目

开户
单位

2017.6.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节余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配股剩余募集资金
112,147,805.89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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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增发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累计投入金额

账户
余额

324,169,249.48

2,169,249.48

0.00

暂时闲
置募集
资金的
使用情
况

节余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开户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加西贝拉

建行嘉兴分行营业部
33001638047059100000

长虹华意

工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106

400,000,000.00

248,513,369.95

60,958,879.98

0.00

0.00

长虹华意

交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362061613018010067515

78,000,000.00

54,918,858.98

15,538,605.74

0.00

0.00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已完成，2018
补充流动资金
年 12 月已销户
38,619,746.76 元

长虹华意

交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62061613018010067439

279,699,999.80

279,717,379.73

17,379.93

0.00

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完成，2016 年 8 月已
销户

1,079,699,999.80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907,318,858.14

78,684,115.13

0.00

0.00
0.00

小计

初始金额

利息及现金投资
净收益(扣除账
户管理费及手续
费)

322,000,000.00

2、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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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
项目已投产，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0.00
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 流 动 资 金
212,445,510.03
元

251,065,256.79

增资江西长虹，专户余额已支付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尾款。为
便于管理，该账户资金已于 2020 年 2 月全部
转出，该账户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销户。

配股资金
利息及现金投
资净收益(扣除
账户管理费及
手续费)

账户余额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

节余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备注

配股费用支出
2,242,891.60 元

开户单位

开户行及账户

初始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累计投入金额

长虹华意

中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
202237519037

127,448,429.91

19,728,701.36

11,058,698.82

1,535,535.77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银行资金管理计划
1,500 万元

研发能力提升，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10,000 万元

长虹华意

建行景德镇昌江支行
36050162016400000143

500,000,000.00

108,763,968.64

54,376,238.76

15,612,270.12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银行资金管理计划
8,000 万元

智能产业升级，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35,000 万元

小计

627,448,429.91

128,492,670.00

65,434,937.58

17,147,805.89

95,000,000.00

450,00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112,147,8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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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2、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以
自筹资金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出具了[XYZH/2012CDA4086-10]号《关于加西贝
拉压缩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置换加西贝拉预先投入项目的
自筹资金为 1,997.95 万元，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加西贝
拉已于 2013 年 5 月从募集资金专户将预先投入资金置换至一般流动资金账户。
报告期内未发生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2、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编制的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进行鉴证并出具的
[XYZH/2016CDA40275 ]《鉴证报告》，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产业升级及配
套能力提升项目款项合计 3,928.47 万元。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 2016 年
配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928.47 万元，同意公司从相应
的配股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分别提取 3,494.47 万元、434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报告期内未发生新的配股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五）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情况
1、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降低财务费用，公司2013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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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议案》。2020年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1,717,081.86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金额累计238,683,670.70元。
2、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
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配股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2020 年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自有外汇支付配股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合计为 16,238,871.98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用
配股资金等额置换金额累计 72,286,276.10 元。
（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0 年，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1）由于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详见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变更技术研究院实施方式的公告》
），而加西贝拉以自有资金已先行投入部分设备，
因此，经与加西贝拉协商，对加西贝拉已拥有的研发设备不再重复投资，项目后续研发所
需的易耗品也由加西贝拉负责投资。
（2）由于行业技术发展变化，调整了部分采购设备，投资金额有所减少；
（3）设备采购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实用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对设
备采购成本进行严格控制。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将该项目结项，
并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全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 38,619,746.76 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
2、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根据募投计划，项目拟分三期建设 3 条生产线，年产能达 600 万台压缩机（其中
商用 200 万台，高效变频 400 万台）
。项目一期为商用压缩机生产线，2014 年 12 月建成投
产，当时设计节拍为 8 秒/台，年产能 200 万台。为应对行业竞争压力和降本增效，商用线
建成后公司对该生产线进行整体提效并进行了变频压缩机兼容改造，整线节拍由 8 秒/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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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6 秒/台，同时适当延长了单班作业时间，使得该生产线年产能达到 300 万台并且做到
了既可生产商用压缩机，也可生产高效（变频）压缩机。项目二期为变频压缩机生产线，
2018 年 3 月建成投产，与项目一期的商用压缩机生产线一样，为提升效率，将该条生产线
的设计节拍由 8 秒/台提升至 6 秒/台，并通过适当延长单班作业时间，变频压缩机年产能
可增至 300 万台。通过项目一期和二期建设，该项目压缩机产能结构和总量已达到规划的
年产 600 万台压缩机的目标，能够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需要，公司认为现阶段不
需要再进行三期的建设；
（2）由于行业技术发展变化，调整了部分采购设备，投资金额有所减少；
（3）设备采购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实用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对设
备采购成本进行严格控制。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该项目结
项，并将该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扣除应当支付的设备尾款后，永久性地补充流动资金。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1 亿元，尚余募集资金
416.05 万元，主要系待支付项目尾款。为便于管理，2020 年 2 月将该账户剩余资金
2,445,510.03 元全部转出，后续设备尾款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该账户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销户。
3、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提升项目以及高效、商用、变频压缩
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缩减募集资金投资的原因：
（1）产业配套升级项目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形势影响，公司所在行业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下游冰箱产业增速放缓（连续 5 年增速不到 5%，2018 年同比甚至负增长）
，压缩机产品价
格下降，客户为提升竞争能力，对压缩机差异化要求提高，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需求
增多，压缩机生产线高度自动化所预期产生的批量化效应难以发挥，甚至导致成本上的反
噬风险；同时，受压缩机产能过剩影响，上游产业链市场化竞争加剧，零部件价格逐步降
低，公司通过加大投入提升零部件自制率而带来的产出收益不再显著，原募投项目的前景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近年来变频压缩机的增长虽然较快，但由于国家新能效标准并未上升为强制标准，变
频压缩机并未能全面取代定频压缩机，其增长速度不及预期，企业盈利压力较大，加之由
于所处地域的原因，在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研发人员方面存在不足。为此公司需转变研发方
式：一是加强与长虹系企业的协同，采取建立联合实验室、委托开发等方式，充分利用长
虹系统内资源实施开发，公司不需要再重复自行建设；二是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经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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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社会软硬件资源，特别是加强与国内外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包括组建海外
研发团队，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采取合作研发模式，减少公司自身在固定资产上投入，以
突破地缘限制，实现研发能力提升目的。目前公司产能能够满足当前及未来几年的发展需
要。若按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投入后可能导致的资产利用效率低，综合效能不升反降
的风险，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
基于以上原因，面对外部的压力，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审慎分析决策，决定缩减
募投项目投资规模。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缩减配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由于宏
观经济环境及行业情况发生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决定缩
减配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继续投入本次募投项目中能够短期见效的提质降本的关键
生产环节及研发测试设备与软件，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实际以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5,000 万元。
（八）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超募资金。
（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配股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为 112,147,805.89 元，其中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95,000,000.00 元。具体如下：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资金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
一年以内、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的每日动态余额不超过 3 亿元（该
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2020年未发生以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的情况。
2、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进行资金管理计划的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效率，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配股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配股募集资金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一年以内、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投资理财产品的每日动态余额调整为不超过1.2亿元（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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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报告期以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等已到期的2
笔，本金共20,000万元，获得收益3,456,686.39元，明细详见下表：
配股资金理财一览
序号
1

2

理财产品
长城华西银行
【DYLC-RRX2018-002】
号理财产品
长城华西银行
【DYLC-RRX2018-002】
号理财产品
合计

金额

理财成立日

理财到期日

期限

收益率

收益

100,000,000.00

2019/12/25

2020/3/25

91

3.50%

872,602.64

100,000,000.00

2020/3/26

2020/12/22

271

3.50%

2,584,083.75

200,000,000.00

3,456,686.39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以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且尚未到期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配股资金理财一览表
序号
1

理财产品
国泰君安君柜宝一号
200
合计

金额

理财投资日

理财到期日

95,000,000.00

2020/12/23

2021/6/23

期限
182

收益率

收益

3.60%

95,000,000.00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以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的余额为 9,500 万元，符合相关规定。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且尚未到期的余额为9,5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6%。本次购买理财产
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形势影响，公司所在行业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如再
按原计划对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配股募投项目”）——产业配套升级项目
和研发能力提升项目进行投入，其产出效益将无法达到预期，已不具经济性。由于宏观经
济环境及行业情况发生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决定缩减配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继续投入配股募投项目中能够短期见效的提
质降本的关键生产环节及研发测试设备与软件，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缩减配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由原计划投资 62,520 万
元（该金额已扣减发行费用）缩减为 22,72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39,800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加上利息及现金投资净收益 5,435 万元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5,235 万元）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含利息及现金投资净收益)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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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5,000 万元，尚有
235 万元待实施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9 年 11 月补流实际操作中，存在 471 万元募集资
金应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划出而误从产业配套升级项目划出的情形，公司将在研发能力提
升项目 1,500 万元理财产品到期归还至专户后，将 471 万元及时划归至产业配套升级项目
专户。
报告期，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及时、准确、真实、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募集资金
使用及披露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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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110,0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资金总额比例

—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2.0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731.89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否

32,200.00

32,200.00

—

32,416.92

100.67%

否

40,000.00

24,226.30

172.01

24,851.34

否

7,800.00

5,676.80

—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0.00

27,969.99

合计

—

110,000.00

90,073.09

承诺投资项目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
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
产线项目
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
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
线项目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
建设项目

审计期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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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5,764.92

是

否

102.58%

2018 年 6 月 30 日

1,004.40

否

否

5,491.89

96.74%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

27,971.74

100.01%

—

—

—

否

172.01

90,731.89

—

截止期末投入进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度（3)=(2)/（1）
状态日期

1、 新建年产600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经股东大会批准已结项，报告期新增投资额为支付项目尾款。2020年共计生产
压缩机332.36万台，销售压缩机328.23万台，实现利润总额1,004.40万元。由于商用压缩机市场一直处在开拓期，商用压缩机销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虽持续增长，但总量仍然不够高，产能利用率不足，同时商用压缩机产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产品毛利率下降，因此
效益未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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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 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原承诺“每年拟推出自主研发新产品 2 项，形成专利技术 15 项（其中发
明专利 5 项）”。2020 年，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推出自主研发新产品 4 项，并围绕这些新产品的技术共申请并获得受理的专利
6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当年取得授权 36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20 年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公司未发生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与补充流动资金已按计划完成投资，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华意压缩
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已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项目已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38,619,746.76 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项目经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项目已结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该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1 亿元，尚余募集资金 416.05 万元，主要系待支付项目尾款。2020 年已将剩余
尾款支付完毕，节余 244.55 万元，为便于管理，该账户资金已于 2020 年 2 月全部转出，后续设备尾款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该账户
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销户。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9 年末，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16.05 万元，2020 年已将剩余尾款支付完毕，节余 244.55 万元，为便
于管理，该账户资金已于 2020 年 2 月全部转出，后续设备尾款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该账户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销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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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长虹华意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了实施方式，详见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技
术研究院实施方式的公告》。
注 2：“本期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3：“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63,958.4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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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01.2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849.27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
累计变更用途的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
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
升级项目
高效、商用、变频压缩
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合计

62.23%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是

50,000.00

19,950.00

1,617.28

10,876.40

54.52%

是

15,700.00

2,770.00

283.93

1,972.87

71.22%（注 3）

—

65,700.00

22,720.00

1,901.21

12,84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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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

—

—

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

是

截止期末投入进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度（3）=(2)/（1）
状态日期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及持续拉锯的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外经济形势造成重大影响，经济下行态势加剧，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市场变化因素增多，投资收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风险上升，公司本着审慎性原则，暂时放缓部分技改项目（如拟投建两条电机线及其前端配套项目等）的实施；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在建项目因合作供方复工
复产普遍延期，客观上导致项目实施进度拖后，设备付款也相应延后，本期实际投资额有所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三、（七）3、3、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提升项目以及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未发生新的配股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先期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公司未发生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节余的余额及原因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情况发生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缩减配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缩减配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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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5,000 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9,50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714.78 万元。详见本报告“三、
（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 1：“本期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2：“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期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3：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存在 460.22 万元未及时置换的自有资金支出，若考虑该投入，实际投入进度为 87.84%，基本达到
项目建设目标，拟结项。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