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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成都

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光股份”、“公司”）2011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旭光股份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成都旭光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9 号）核准，旭光

股份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2,689,550 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3.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13,115,79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3,751,379.5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9,364,410.45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全部到账，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出具川华信验[2011]06 号的《验资报告》。 

2、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及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账户性质 

旭光股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草堂支行 7412810182600015494 1,363,730.57 活期存款 

旭光股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新都

支行 
4402253029201008688 372.61 活期存款 

旭光股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新都

支行 
51001518108050622329 701,971.26 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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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单位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账户性质 

旭光股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都支行 121212874735 2,408,269.71 活期存款 

旭光股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511607017018010049553 3,313,504.09 活期存款 

旭光股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新都

支行 

5100151810804932747000

015 
6,340,136.11 

定期存单及

其利息 

旭光股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都支行 130664282249-04103076 6,572,165.21 
定期存单及

其利息 

旭光股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511607017608510001521-

00437999 
23,245,922.48 

定期存单及

其利息 

合计   43,946,072.0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1 年 2 月 18 日公

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修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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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范性文件要求，2013 年 8 月 13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重新进行了

修订，并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和浙商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等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上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分别为 741281018260001549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

44022530292010086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5100151810805062232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12121287473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511607017018010049553（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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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实际履行不存在问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协议履行情况良好。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

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43,946,072.04 元（含存款利息）：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金  额 

一 募集资金净额 299,364,410.45 

二 截止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不包括利息收入） 265,794,845.73 

三 截止期末存款利息收入及银行手续费等支出累计净额 10,376,507.32  

四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3,946,072.04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11年5月26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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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召开了2010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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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76,720,876.11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等额自筹

资金。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成都旭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审核报告》（川华信专[2011]112号）。 

本保荐机构作为旭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政策，就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出具了《关于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已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履

行相关法定程序并信息披露后，并于 2011 年 6 月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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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5．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三、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不存在变更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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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364,410.4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39,645.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8,339,400.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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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电气生产研发基地改

造项目 
否 133,624,410.45  133,624,410.45 147,144.10 135,669,431.71 2,045,021.26 101.53 2013 20,671,004.91 否 否 

年产 10 万只中压开关接地

隔离用真空器件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否 43,480,000.00  43,480,000.00 39,055.00 43,979,533.69 499,533.69 101.15 2013 2,086,100.92 否 否 

年产 40万件工业金属化陶

瓷制品及配套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否 49,290,000.00  49,290,000.00 926,300.00 44,222,524.41 -5,067,475.59 89.72 2013 465,095.1 否 否 

年产 2,250 只射频震荡电 否 42,970,000.00  42,970,000.00 2,726,500.00 36,752,841.36 -6,217,158.64 85.53 2014 1,635,389.8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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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技术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否 30,000,000.00  30,000,000.00 600,645.96 7,715,069.51 -22,284,930.49 25.72 - - - 否 

合计 — 299,364,410.45  299,364,410.45 4,439,645.06 268,339,400.68 -31,025,009.77 - - 24,857,590.7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电子电气生产研发基地技术改造项目已完工投产，正常生产和经营中。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
原因，本行业产能趋于饱和，未能达到设计产能，以及受人工工资上涨，新厂区新增固定成本和管
理费用增加的影响，未能达到承诺收益。 
2、年产 10 万只中压开关接地隔离用真空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完工投产，正常生产和经营中。
由于未能达到设计产能，以及受人工工资上涨，新厂区新增固定成本和管理费用增加的影响，未能
达到承诺收益。 
3、年产 40 万件工业金属化陶瓷制品及配套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完工投产，正常生产和经营中。
由于未能达到设计产能，以及受人工工资上涨，新厂区新增固定成本和管理费用增加的影响，未能
达到承诺收益。  
4、年产 2250 只射频震荡电子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完工投产，正常生产和经营中。由于国内宏
观经济形势的原因，以及受人工工资上涨，新厂区新增固定成本和管理费用增加的影响，未能达到
承诺收益。 
5、技术中心改造升级项目正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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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以 76,720,876.11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电子电气生产研发基地改造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133,624,410.45 元已全部使用完毕，上表中实际累计超支部分 2,045,021.26 元为该项目募

投资金产生的利息。 

    2、年产 10 万只中压开关接地隔离用真空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43,480,000.00 已全部使用完毕，上表中实际累计超支部分 499,533.69

元为该项目募投资金产生的利息。 

3、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8,339,400.68 元中，包括募集资金 265,794,845.73 元及其部分利息收入 2,544,554.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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