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本公司将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958 号）核准，由主承销商浙商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635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9.10 元。截至 2010 年 8 月 5 日止，公

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35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75,785,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7,197,325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58,587,675 元，已由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5 日存入公司在中

国银行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号 102012640058 的人民币账户

38,920,000.00 元；缴入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开立的账号 129904243410205 的人民币账户 239,660,000.00 元；缴入公司在西

安市商业银行高新路支行开立的账号 491011580000174201 的人民币账户

180,007,675.00 元。已缴入募集的股款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其他

发行费用人民币 4,843,804.43 元，实际募集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453,743,870.57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0）第 80803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 201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294.30 万元，其中用

于达刚筑路机械设备总装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138.47 万元、达刚营销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1,155.83 万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3,981.47 万元，其中

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 16,133.14 万元，定期存单为 17,848.33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制定了《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公司在使用募集资

金时，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审批规定办理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并授权保荐

人可以随时到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公司和保荐人浙商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西安市商业银行高新路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为维护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项目进展及项目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将 178,483,313.13

元募集资金分笔分期以银行定期存单方式存储。在专项账户存储的存单到期后及

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是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 
账户类

型 
账号 余额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西安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专用 
102012640058 

2,657,355.64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路支行（原

西安市商业银行高

新路支行） 

专用 

491011580000174201 
138,810,700.40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专用 

129904243410205 
19,863,363.81

合计 161,331,419.85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单存储情况

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 期限 存单号 余额 
结转

方式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西安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一 年

期 

000010241

3321795 
15,337,500.00 

自动

转存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西安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三 个

月 

000010241

3321795 
10,149,302.19 

自动

转存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一 年

期 

129904243 

48000089 
102,250,000.00 

自动

转存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三 个

月 

129904243 

48000181 
20,298,604.38 

自动

转存 

西安达刚路面

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三个

月 

129904243 

48000195 
30,447,906.56 

自动

转存 

合计 178,483,313.13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

式的情况。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 年 9 月 1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912.77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了《关于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0)第 80832 号）进行鉴证。该置换已于 2010 年实施

完毕。2011 年未发生此种置换。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未到期。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未发生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用帐户。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无需要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在 201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上，公司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定

履行了审批手续，并按照招股说明书和公告的使用计划进行了使用，不存在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也不存在未经审批擅自使用的问题。公司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批准报出。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1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374.3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96.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94.3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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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达刚筑路机械设备总装基地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23,966.00 23,966.00 4,192.70 7,138.47 29.79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处于建设

期 
不适用 否 

达刚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否 3,892.00 3,892.00 1,003.86 1,155.83 29.7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处于建设

期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7,858.00 27,858.00 5,196.56 8,294.30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100.00  

合计  31,858.00 31,858.00 9,196.56 12,294.3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达刚筑路机械设备总装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电气液压车间和综合车间在施工前要进行总平面图审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建设项目工程报建等一系列审批、

审查及备案程序，过程十分复杂，致使公司于 2011 年 8 月方取得规划许可证。在此之后，公司便积极开展上述两个车间的基础建设施工工作。但在车间地基大面积开挖后，又遭 

遇到西安持续多雨的天气，造成施工现场泥泞，施工设备无法进入现场正常施工，导致两个车间施工进展缓慢。  

2、达刚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由于受国家对于国内部分地区公路建设投资放缓的影响，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公司暂时减少了部分国内办事处人员及物资配

备的数量；在国外办事处投入方面，公司在完成斯里兰卡办事处的设立工作后，考虑到国家与国外一些地区政策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进展情况，公司在国外其它 

地区办事处的设立工作也延后进行。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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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未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0 年 9 月 1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1,912.77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0)第 80832

号）进行鉴证。该置换已于 2010 年实施完毕。2011 年未发生此种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3,981.47 万元，其中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 16,133.14 万元，定期存单为 17,848.33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