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10－017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

联重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 97 号核准，以

非公开方式向 9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7,954,705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18.7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571,752,983.50

元 ， 扣 除 各 项 发 行 费 用 92,331,854.44 元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5,479,421,129.0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喜验字[2010]第 01004 号）验证确认。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变

更工程机械关键液压件产业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实施方

式，部分变更大吨位起重机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和实施

内容，以及变更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

前述变更不涉及项目具体建设内容的变更。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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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前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工程机械关键液压件产业升级项目 

项目总投资 3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7,000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 3,000 万元。建设期 2 年，由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为常

德灌溪工业园。 

项目的建设内容为投资新建油缸综合车间和液压阀综合车间，新

增关键生产设备，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各类油缸 30 万支，各类阀

15 万件的生产能力。 

（二）大吨位起重机产业化项目 

项目总投资80,060.7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75,060.77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5,000.00万元。建设期4年，由公司本部负责实施。 

项目的建设内容是在公司的长沙泉塘工业园区、长沙履带吊园区

和常德灌溪工业园区分别建设大吨位汽车吊、大吨位轮胎吊，大吨位

履带吊以及大型塔机。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型大吨位起重机613台，

其中年产全地面起重机216台，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101台，大吨位

轮胎吊175台，大吨位塔机121台。 

（三）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 

项目总投资 55,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9,502 万元，配套

流动资金 5,498 万元。建设期为 3 年，由公司负责实施，实施地点位

于湖南省望城县经济开发区内。 

项目为进行高空救援装备、路面救援装备及地下救援装备三大类

产品的产业化生产。通过项目建设，最终形成高空救援装备 140 台、

路面救援装备 2900 台及地下救助装备 100 台的年生产能力。相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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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品预计产量为：消防车 370 台、扫路车 1,200 台、高压清洗车

300 台、垃圾处理机械 770 台、道路清障车 100 台及其他应急救援

设备 400 台。上述产品以高空救援装备及路面救援装备为主，其中消

防车、环卫机械及道路清障车为本项目的主导产品。 

 

二、变更原因及变更后情况 

（一）工程机械关键液压件产业升级项目 

1、变更原因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特力液压有限公司（简称

“特力液压”） 已以自有资金 3,419.11 万元投入工程机械关键液压

件产业升级项目之液压油缸建设，同时，本项目之液压阀建设也将由

公司内现有液压阀业务平台——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简称

“中联液压”）负责投资新建。由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披

露的该项目实施主体为中联重科，因此，为保持项目实施的顺畅，募

集资金到位后，仍由特力液压和中联液压继续投资建设工程机械关键

液压件产业升级项目，故公司决定变更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并相应调整项目实施方式。 

2、变更后的情况 

本项目由中联重科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分别对控股子公司

特力液压、中联液压增资，其中对特力液压增资 24,000 万元，对中

联液压增资 6,000 万元，并由特力液压和中联液压共同负责本项目的

实施，变更后实施地点分别为常德灌溪工业园和德山经济开发区。 

项目变更后，特力液压将在常德灌溪工业园投资 2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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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2,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000 万元，新建油

缸综合车间、新增关键生产设备，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各类油缸

30 万支的生产能力。中联液压将在德山经济开发区投资 6,000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00 万元，新建液压

阀综合车间、新增关键生产设备，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各类阀 15

万件的生产能力。前述变更不涉及项目具体建设内容的变更。 

3、特力液压、中联液压基本情况 

（1）湖南特力液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常德市灌溪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66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703000000746 

经营范围：从事液压油缸、液压阀的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及

热处理、电镀来料加工 

目前，中联重科持有特力液压 66.75%股权，湖南省常德市灌溪

祥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特力液压 5.43%股权，自然人廖巨林、卢晓岚

和杨学清分别持有特力液压 11.75%、8.41%和 7.66%股权。 

（2）常德中联重科液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常德市德山经济开发区青山街 

法定代表人：刘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60 万元 



 

5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700000003460 

经营范围：从事工程液压元件的制造、修理及机械机加工、修理，

机电产品购销业务 

目前，中联重科持有中联液压 75%股权，自然人张新权、曾庆碧、

杨红、田秋英、靳玉玲、马忠勇、米娟和刘先爱分别持有中联液压

10%、3%、2%、2%、2%、2%、2%和 2%股权。 

特力液压及中联液压将按照中联重科《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对募集资金项目进程的监督管理。 

（二）大吨位起重机产业化项目 

1、变更原因 

为抓住市场机会，早日实现履带吊工业园建成投产，在募集资金

到位前，大吨位起重机产业化项目之大吨位履带吊的建设已在公司控

股子公司——中联重科物料输送设备有限公司（简称“物料输送设备

公司”，原华泰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中联重科持有物料输送设备公司

82%股权，长沙鑫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物料输送设备公司 18%股权）

的自有土地上进行投资新建，实施方式为公司和物料输送设备公司成

立合资公司——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简称“履带吊公

司”），并由履带吊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目前，履带吊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9 日成立，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中联重科以货币 26,034.18 万元出资持 72.32%股权，物料输

送设备公司以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 9,965.82 万元出资持 27.68%股

权。公司与物料输送设备公司约定，由中联重科适时以现金 9,965.82

万元收购物料输送设备公司所持履带吊公司 27.68%的股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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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08 年度第九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进行了公告）。履带吊公司

的首期出资 7,200 万元货币已由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出资到位，

物料输送设备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过户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为保持项目实施的顺畅，募集资金到位后，仍由履带吊公司继续

实施本项目之大吨位履带吊的建设，故公司决定部分变更本项目的实

施内容、实施主体并相应调整项目实施方式。 

2、变更后的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中在公司的长沙泉塘工业园区和常德灌溪工业园

区分别建设大吨位汽车吊、大吨位轮胎吊，以及大型塔机的项目及相

关情况维持不变，仍由公司本部负责实施。 

对在长沙履带吊园区建设大吨位履带吊的实施内容和实施方式

进行变更，变更后，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6,034.18 万元作为出资、

物料输送设备公司以自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双方共同设立合资公

司进行大吨位履带吊的建设，待物料输送设备公司出资的土地使用权

办理完过户登记手续后，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9,965.82 万元收购物

料输送设备公司以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出资所享有的 27.68%股权。

大吨位履带吊实施方式变更后，实施主体相应的由公司变更为履带吊

公司。项目达产后年产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 101 台。 

本项目部分变更后，若项目建设资金存在缺口的，将由中联重科

或履带吊公司另行筹集资金解决。 

履带吊公司将按照中联重科《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确保

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对募集资金项目进程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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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 

1、变更原因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高空救援装备、路面救援装备及地下救援装备

三大类产品的产业化生产。2010 年初，公司在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新征土地 1000 亩兴建汉寿工业园，并拟将其打造成为我国重要的专

用车辆装备产业研制基地。同时，公司环卫机械事业部亦拟在长沙高

新区麓谷工业园新征土地兴建环保工业园。为此，从业务布局和发展

规划考虑，公司拟部分变更本项目的实施地点。 

2、变更后的情况 

项目实施地点将由湖南省望城县经济开发区内变更为湖南省望

城县经济开发区内、汉寿工业园和长沙高新区麓谷工业园，其中，消

防车实施地点维持在湖南省望城县经济开发区内不变，高空作业车、

高空作业平台、随车吊、道路清障车及其他应急救援设备等产品的实

施地点调整至汉寿工业园，扫路车、高压清洗车、垃圾处理等环卫机

械产品的实施地点调整至长沙高新区麓谷工业园。前述变更不涉及项

目具体建设内容的变更。 

 

三、上述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工程机械关键液压件产业升级项目、大吨位起重机产

业化项目以及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的变更仅涉及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或实施内容的变更，有利于项目的顺

利推进，加快建设进度，不涉及项目具体建设内容的变更，因此，不

会对公司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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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该议案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顺应公司的业务发

展变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

利益的情况。 

2、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违反公司有关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的发展战略。 

2、上述事项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关情况的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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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其中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尚需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有关情况的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对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

主要为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变更，不涉及项目具体建设

内容的变更，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保荐机

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书面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关情况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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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