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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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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将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
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 2012 年 9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 ]1240 号文核准，本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向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41,882,955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32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06,583,230.60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
共计人民币 10,933,760.2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5,649,470.36 元。上述资
金已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全部到位，并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3)010037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实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9,662.01 万元，
其中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564.95 万元、累计利息收入 97.06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0 元。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 0 元，募集资金通知存款账户余额为 0 元，且均已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经与本公司 2012 年 2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进行逐项对照，编
制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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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 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一）前次发行涉及资产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9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2】1240 号”
《关
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 96,308,869 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882,955 股新股募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二）权属变更情况
2012 年 10 月 16 日，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并取得了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20000000029178 的营业执照，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完毕。
2012 年 10 月 23 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2）第 071 号”《验资报告》。
2012 年 10 月 31 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过渡期损益状况出具了“众环审字(2012)1318 号”《审计报告》。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从人民币 496,065,960 元变更为人民币 592,374,829
元，折合 592,374,829 元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其中，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为 165,758,103 股，占总股份的 27.98%。公司非公开发
行 41,882,955 股募集配套资金，注册资本增至 634,257,784 元。2013 年 6 月 27 日，公
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三）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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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1,186,430.59

988,427.5

707,914.04

428,912.25

净资产

206,434.51

193,130.41

119,140.29

52,679.76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505,494.22

645,224.24

422,524.77

300,969.06

10,714.47

19,116.16

11,491.25

7,652.76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四）效益贡献情况
湖北路桥经营状况良好，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5,494.2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714.47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779.59 万元。
（五）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东湖高新与联投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联投集团对于湖北省路
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在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三个会计年度
的净利润承诺数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净利润承诺数

2012年
7,133.71

2013年

2014年

合计

10,097.91

11,203.73

28,435.35

同时还约定：“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至补偿测算期间最后一年年报公告日之前，
东湖高新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减值测试显示：减值额占标的资产作价的比
例大于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则联投集团还需另行补偿部分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2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说明》及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13）010430），湖北路桥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为 7,652.02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3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说明》及众环海华出具的众环专字（2014）010713 号《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湖北路桥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
11,499.38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说明》及众环海华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
（众环
专字（2015）010148 号），湖北路桥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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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6.99 万元。
同时，根据《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湖北省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估值意见书》（鄂众联评咨字[2015]第 111 号），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湖北路桥净资产估值 206,566.64 万元，扣除承诺期内东湖高新向湖北
路桥的累计增资 120,000 万元，加上湖北路桥向东湖高新的现金分红 15,500 万元，对
比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即湖北路桥 100%股权作价 91,974.97 万元，增值
10,091.67 万元。
湖北路桥在承诺期内的利润实现数达到了盈利承诺数。
四、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五、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有关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情况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
关内容做逐项对照，没有发现存在重大差异。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4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6-058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564.9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9,662.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9,662.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3 年度

29,662.01

2014 年度

0

2015 年度 1-12 月

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1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小计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29,564.95

29,564.95

29,564.95

29,564.95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

实际投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29,662.01

29,564.95

29,564.95

29,662.01

97.06

29,662.01

29,564.95

29,564.95

29,662.01

97.06

资金额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97.06 万元系累计利息收入。

5

资金额

项目预计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