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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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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第一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954号”文《关于核准厦门乾照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采用

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

公开发行2,9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45.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2,750.00万元。截至2010年8月5日止，本公司已收到社会

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132,750.00万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已直接扣减的证券

承销发行费用人民币5,541.88万元后，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入本

公司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7,208.12万元，经本公司

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675.8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126,532.32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验（2010）

综字第020098号”《验资报告》验证。 

2、第二次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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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83号”文《关于核准厦门

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1,488,200股新股。根据发行方案及询价结果，最终确定本次贵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数量为114,553,311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6.94元/股。截至2015年10

月30日止，本公司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77,115万元（已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2,385万元），经本公司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380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6,735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致同验字（2015）

第350ZA0103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第一次募集资金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130,823.79万元，尚未

使用的金额为9.49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6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0万元。截至2016年0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30,823.79万元。 

综上，截至2016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30,823.79万元，尚未使用的金

额为7.6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0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7.65万元）。 

2、第二次募集资金情况 

2016年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8,872.24万元。截至2016年06月30日，本公司募集

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65,025.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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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至2016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65,025.33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

为11,876.81万元（其中募集资金11,709.67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167.14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于2009年12月14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2010年1月9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2年7月，本公司修订了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0年8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6年6月

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6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如下： 

1、第一次募集资金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

行营业部 
37510188000275466 一般存款账户 6.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翔安

火炬园支行 

35101546001059888888 一般存款账户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翔安

火炬园支行 

35101546001059666666 一般存款账户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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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大唐支行 

35200067901817009633

9 
一般存款账户 0.0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扬州分行西门支行 

39506790001812003632

8 
一般存款账户 0.4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扬州分行 
32001748636052504766 一般存款账户 0.43  

合  计      7.65 

2、第二次募集资金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3520006720181500931

36 
一般存款账户  6,124.77  

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

营业部 
37510188000737663 一般存款账户  5,752.04  

合  计    11,876.81  

    注：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部分募投资金以定期存款余额形式存放于上

述银行，每份定期存单均有独立的账号，不再单独列示。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6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年上半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6年上半度，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6年上半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5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年度内超募资金各投入项目的实际使用金额、收益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年度内超募资金各投入项目的实际使用金额与计划使用进度的差异情况，详

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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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6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首次募集  126,,532..3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首次募集 - 

2015年定向增发 76,735.00 2015 年定向增发 8,872.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852.7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首次募集 130,823.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27% 2015 年定向增发 65,025.33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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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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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亮度四元系

（AlGaInP）LED 外

延片及芯片项目

（扬州） 

否 20,047.00 20,047.00 20,047.00  
20,075.7

1 
28.71 100.14% 

2010年 11月

起陆续投产 
51.80 否 否 

高亮度四元系

（AlGaInP）LED 外

延片及芯片项目

（厦门） 

是，已终止（注

1） 
16,088.00 — — — — 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高效三结砷化镓太

阳能电池外延片项

目（厦门） 

是，变更为高

效三结砷化镓

太阳能电池外

延片项目（扬

州）（注 2） 

4,072.41 1,307.69 1,307.69 — 1,307.69 0.00 100.00% 2014年 12月 93.86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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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厦门） 

否 4,840.00 4,840.00 4,840.00 — 4,873.40 33.40 100.69% 
2013年 12月

起陆续使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 

是，增加蓝、

绿光 LED外延

片及芯片项目

（厦门） 

 （注 3） 

— 18,852.72 18,852.72 — 
20,708.0

0 
1,855.28 109.84% 2015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蓝、绿光 LED外延

片及芯片项目 

（厦门） 

 76,735.00 76,735.00 76,735.00 8,872.24 
65,025.3

3 

-11,709.6

7 
84.74% 2015年 12月 -1241.46 否 否 

承诺募投项目小计 — 121,782.41 121,782.41 121,782.41 8,872.24 
111,990.

13 
-9,792.28 — — -1095.8 — — 

超募资金投向 

高亮度四元系红黄

光 LED 芯片项目 

（扬州） 

否 55,109.00 55,109.00 55,109.00 0.00 57,483.08 2,374.08 104.31% 
2011年9月起

陆续投产 
517.97 否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5,175.91 15,175.91 15,175.91 — 15,175.91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否 11,200.00 11,200.00 11,200.00 — 11,2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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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81,484.91 81,484.91 81,484.91 0.00 83,858.99 2,374.08 — — — — — 

合计 — 203,267.32 203,267.32 203,267.32 8,872.24 
195,849.1

2 
-7,418.20 — — -577.83 — —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1、IPO首发承诺募投项目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厦门）”原先预计于 2012年 12月可以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由于厦门地区有关土建报批手续，项目前期实施进度相对较慢，研发场所及研发

设备均已于 2013 年 12 月购建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余资金公司按原项目规划用于研发经费

投入； 

2、IPO 首发承诺募投项目之“高亮度四元系（ALGaInP)LED 外延片及芯片项目（扬州）”和“高亮度四

元系红黄光 LED 芯片项目（扬州）” 基于以下原因，项目实际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指标较承诺时有所下

降：（1）近年来，LED行业产能迅速扩张、市场竞争加剧；（2）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不景气，

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有所下滑； （3）公司红黄光 LED外延片及芯片等产品价格和成本均出现下降，由

于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成本下降的幅度，导致相关产品的毛利率较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下降；                            

3、IPO首发承诺募投项目之“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项目（扬州）”没有实现预期承诺效

益是由于公司前期在厦门由于土建缓慢，延缓了该项目的建设，后 2014年变更为扬州子公司实施后相

关项目由于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的民用市场没有发展起来，产能不能完全释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暂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注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暂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年 11月 11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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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7,565.61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也均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意见。                                                                                                                                                                                                                              

2014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通过股东决议，终止原募集项目“高亮度四元系（AlGaInP）LED 外延片及

芯片项目（厦门）”，变更原募集项目“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项目（厦门）”。原募集资

金未投入资金直接变更为新项目“厦门 LED 蓝绿光外延芯片产业化建设项目”的投资资金，已投入资

金 9,943.19万元用自有资金置换回新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两项资金合计 18,852.72 万元。                                                                                                                                 

2015年 11月 26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55,724,390.99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也均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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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经 2014 年 6 月 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投资新

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原募投项目“高亮度四元系（AlGaInP）LED 外延片及芯片项目（厦门）”及

部分变更募投项目“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项目（厦门）”的用途，以自有资金对上述两项

目在厦门地区购置土地、建设生产车间、标准厂房及配套附属工程已使用的募集资金进行置换，本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也均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暂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暂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暂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暂无 

                          

注 1：因本公司已通过扬州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建设实现了规划的产能，“高亮度四元系（ALGaInP)LED外延片及芯片项目（厦门）”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终止。 

注 2：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IPO首发承诺募投项目之“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项目（厦门）”实施主体变

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扬州公司，募集资金购置的 1,307.69 万元设备移至扬州公司。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自有资金置换出该项目其余已实际投入的募集

资金 2,631.56 万元。置换出的募集资金 2,631.56万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33.16 万元及利息全部投入本公司拟实施的“LED 蓝绿光外延芯片产业化建设项目”。 

注 3：为实现公司进军蓝、绿光 LED外延片及芯片领域的战略目标，本公司将启动“蓝、绿光 LED 外延片及芯片项目（厦门）”。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3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前述变更的募投项目涉及部分募集资金将作为该项目的部分建设资金。本公司将结合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有资金、银行借贷等多种方式筹集该项目的其他建设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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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6 年上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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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 

高亮度四元系

（AlGaInP）LED 外延

片及芯片项目（厦门）

已终止（注 1） 

—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

池外延片项目（扬州） 

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

能电池外延片项目

（厦门） 

1,307.69 1,307.69 － 1,307.69 100.00% 2014年 12月 93.86 否 否 

蓝、绿光 LED外延片及芯

片项目（厦门） 

高亮度四元系

（AlGaInP）LED 外延

片及芯片项目（厦

门）、高效三结砷化

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

项目（厦门） 

18,852.72 18,852.72 20,708.00 20,708.00 109.84% 2015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0,160.41 20,160.41 20,708.00 22,015.69 — — 93.86 — — 



 

 11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因公司已通过扬州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建设实现了规划的产能，“高亮度四元系（ALGaInP)LED 外延片及芯片项

目（厦门）”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终止；为充分整合内部资源，形成

高效、合理的产业布局，发挥协同效应，本公司已将“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项目（厦门）”实施主

体变更为扬州子公司，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经本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决定“高效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延片项目（厦门）”

原规划的项目在厦门生产场地方面的建设不再实施，从而项目投资规模较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发生变化；为实现

公司进军蓝、绿光 LED外延片及芯片领域的战略目标，公司将启动“蓝、绿光 LED外延片及芯片项目（厦门）”。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前述变更的募投项目涉及部分募集资金将作

为该项目的部分建设资金。本公司将结合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有资金、银行借贷等多种方式筹集该项目的其他建

设资金。以上信息均履行法定披露义务。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暂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暂无 

                      

注 1：因本公司已通过扬州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建设实现了规划的产能，“高亮度四元系（ALGaInP)LED外延片及芯片项目（厦门）”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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