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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7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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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旭光股份”）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89 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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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4500 万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向 6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22,689,550 股，发行价格 13.80 元/

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313,115,79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共计 13,751,379.55 元后，实

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9,364,410.45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股本）22,689,55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人民币 276,674,860.45 元。本次增资经四川华信（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川华信验[2011]06 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1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本次募集资金 301,615,790 元，并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 7412810182600015494 135,875,79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4402253029201008688 43,48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51001518108050622329 49,29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 
121212874735 

 
42,97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511607017018010049553 30,000,000 

合计  301,615,790 

注：初始存放金额 301,615,790元中包含发行费用 2,251,379.5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9,364,410.45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299,364,410.45 元，截止 2020年 6 月 30日本公

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共计 275,179,392.71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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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87,172.69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收支净额 11,634,364.86 元，

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 6 月 30日余额合计应为 38,421,537.55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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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经 2011年 2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再次进行了修订，经 2013 年 8月 13日召开的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报告期，公司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于 2011年 4

月 11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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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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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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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已全

部使用完毕，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1日注销了该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即：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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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6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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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289.68  

 

活期存款 

旭光股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新都
51001518108050622329 

 

1,435,6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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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行  

旭光股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都支行 
121212874735 

 

1,249,0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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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8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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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15181080493274700

0015 

 

5,037,0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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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7,3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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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81,230.69 

定期存单

及其利息 

合计   38,421,537.55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1年 5月 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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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月 16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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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金额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川华信专（2011）112 号审核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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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6月 30 日，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 426,175.00元，公司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 275,179,392.71元，其中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6,720,876.11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0年 6月 30 日，无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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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

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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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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17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5,179,3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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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5,727,031.71 2,102,621.26 101.57 2013 8,295,5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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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3,979,533.69 499,533.69 101.15 2013 1,007,2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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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5,003,026.41 -4,286,973.59 91.30 2013 182,978.08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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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2,250 只射频震荡电

子管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否 42,970,000.00  42,970,000.00 168,175.00 37,958,225.36 -5,011,774.64 88.34 2014 342,990.61 否 否 

技术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否 30,000,000.00  30,000,000.00 258,000.00 12,511,575.54 -17,488,424.46 41.71 —   否 

合计 — 299,364,410.45  299,364,410.45 426,175.00 275,179,392.71 -24,185,017.74 — — 9,828,718.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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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项目的可行性与实施环境未发生变化，不涉及预计收益，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逐步
实施继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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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621.26 元为该项

目募投资金产生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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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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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179,392.71 元中，包括募集资金 272,577,237.76 元及其部分利息收入 2,602,154.9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