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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18] 002338 号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

机公司）编制的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江特电机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江特电机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江特电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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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江特电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江

特电机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鉴证报告仅供江特电机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之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江特电机公司证

券发行申请文件的必备内容，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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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一）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 564 号文《关于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3 日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97,276,264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0.28 元。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999,999,993.92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25,847,276.26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 974,152,717.66 元。 

截止 2014 年 7 月 3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14]000249号”验资报告确认。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施单位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本公司 

工商银行宜春

东风支行 

1508200829000102790 568,539,993.92 355,674.97 活期 

小计 568,539,993.92 355,674.97   

中信银行南昌

分行 

7281110182600175431 100,000,000.00 98,727.28 活期 

小计 100,000,000.00 98,727.28   

宜春银锂 

交通银行宜春

分行 

369604010018010038707 203,460,000.00 79,704.59 活期 

369604010608500000613   3,318,045.69 7 天通知存款 

小计 203,460,000.00 3,379,704.59   

招商银行南昌

高新支行 

791905253110101 105,000,000.00 586,111.37 活期 

79190525318000745  1,000,000.00 7 天通知存款 

79190525318000759  1,000,000.00 7 天通知存款 

79190525318000776  1,000,000.00 7 天通知存款 

79190525318000780  1,000,000.00 7 天通知存款 

79190525318000762  1,000,000.00 7 天通知存款 

小计 105,000,000.00 5,586,111.37   

合 计 976,999,993.92 9,438,263.90   

注：初始存放金额包括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2,847,276.26 元。 

（二）2015年度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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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2143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通过李威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股票 25,831,946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6.01 元。截止 2015年 10

月 19 日，江特电机募集资金 155,249,995.4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5,735,732.11 元，募

集资金净额 139,514,263.35 元。 

截止 2015 年 10 月 19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15]001022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募集

资金需要用于支付购买资产对价,未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139,514,263.35 元全部用于支付购

买资产的部分现金对价，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 元。 

（三）2016 年度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208 号文《关于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向俞洪泉、赵银女、王荣法、樊万顺发行 79,002,603 股股份方式购买江苏九龙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汽车”）24.61%股权、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53,500,00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 71,032.6391 万元购

买九龙汽车 24.39%股权，其余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每股

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07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2,108,798,609.00 元，其中募集货币资金 1,392,245,000.00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27,311,443.1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081,487,165.90 元，其中募集货币资金净额

1,364,933,556.90 元。 

截止 2016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16] 000165 号验资报告确认。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本次募集货币资金净额 1,364,933,556.90元已使用完毕，

其中 710,326,391.00 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其余 654,607,165.90 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已注销。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系通过定向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直接以股权对

本公司进行增资，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故不适用需陈述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

情形，本报告仅列示前次募集资金为货币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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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415.2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5,309.5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644.31         2014年：   31,908.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03%         2015年：   8,450.89   

              2016年：    13,402.05   

              2017年：    11,548.3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年采选120万吨锂瓷石高

效综合利用项目 

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

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49,563.65 34,919.34 17,330.24 49,563.65 34,919.34 17,330.24 -17,589.10 2018 年 3 月 

2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

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

品综合利用项目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

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

产品综合利用项目 

30,846.00 30,846.00 30,973.69 30,846.00 30,846.00 30,973.69 127.69 2016 年 12 月 

3  碳酸锂项目扩产   14,644.31    14,644.31  -14,644.31 2018 年 6 月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9,590.35 17,005.62 17,005.62 19,590.35 17,005.62 17,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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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000.00 97,415.27 65,309.55 100,000.00 97,415.27 65,309.55 -32,105.72  

 

2、2015 年度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951.4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3,951.4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2015年：  13,951.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支付收购米格电机股权

现金对价 

支付收购米格电机股权

现金对价 
13,425.00 13,951.43 13,951.43 13,425.00 13,951.43 13,951.43 - 

不适用 

 合计  13,425.00 13,951.43 13,951.43 13,425.00 13,951.43 13,95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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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度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6,493.3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36,493.3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2016年 1-9月：  136,493.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支 付 收 购 九 龙 汽 车

24.39%股权现金对价 

支 付 收 购 九 龙 汽 车

24.39%股权现金对价 
71,032.64 71,032.64 71,032.64 71,032.64 71,032.64 71,032.64 -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65,460.72 65,460.72 65,460.72 65,460.72 65,460.72 65,460.72 - 不适用 

 合计  136,493.36 136,493.36 136,493.36 136,493.36 136,493.36 136,49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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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原“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变更为“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

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原“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的主要产品为长石粉，产品主要用于陶

瓷行业，原方案预计长石粉销售金额占锂瓷石项目产品总销售额 70%以上，方案论证期间江

西地区长石粉的平均价格较高，市场需求旺盛，长石粉不存在因库存堆积影响锂云母、钽铌

精矿等其他产品的综合回收利用。然而“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期

间，陶瓷行业需求受环保政策趋严、房地产建设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下降明显，导致长石粉

销售低迷、销售价格大幅下滑，对锂瓷石项目的效益造成重大的影响。本着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对项目效益和投资者利益高度负责的宗旨，公司对“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

合利用项目”的投入进行调整：基础设施等部分暂时继续按 120 万吨/年的处理量进行规划，

设备等部分按 60 万吨/年的处理规模进行投入，并且采取采矿外包的方式进行生产。即原

“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变更为“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

项目”，预计本项目建设完成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 

（2）公司变更“年采选120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部分募集资金14,644.31 万

元用于碳酸锂项目的扩产项目 

公司拥有的利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的新工艺是公司独创并具有国内领

先水平的专有技术，该工艺与其它同类工艺相比具有资源综合利用率高、制备成本较低、绿

色环保、锂收率较高等优势，并已小批量化生产。受产能所限，目前公司加工能力较小，未

能实现对当地锂云母的充分利用与消化。本项目成功实施后，将极大地提高公司的加工能力，

提升锂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能力，并将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2017 年 5 月 3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2014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74,098,346.36 元，截至 2014 年 7 月 3 日，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74,098,346.36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对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14]第

004334 号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公司保荐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置

换事宜发表了书面同意的意见。2014 年 7 月 16 日、2014 年 7 月 17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7 页 

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 74,098,346.36 元。 

(2)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情况。 

2、2015 年度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

况 

无 

3、2016 年度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

况 

无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使用情况 

1）、暂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1）2014 年 12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份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使用期自本预案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4 年 12 月

至 2015 年 6月公司累计使用 30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5年 8

月公司归还 300,000,000.00 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2）2015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份闲置募集资

金 5.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使用期自本预案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5

年度,公司合计使用 55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6 年 2-3 月公

司归还 550,000,000.00 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3）2016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份闲置募集资金

5.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使用期限自本预案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6 年

公司累计使用 52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3

月公司累计归还 520,000,000.00 元至募集资金账户。 

（4） 2017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部份闲置募集资金

3.7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使用期限自本预案审议通过后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公司累计使用 37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使用 331,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情况 

投资项目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  

末使用金额 

未使用金额占

前募 集资金总

额比例 （%） 

未使用完毕  

原因 

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

效综合利用项目 
34,919.34 17,330.24 17,589.10 18.06 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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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  

末使用金额 

未使用金额占

前募 集资金总

额比例 （%） 

未使用完毕  

原因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

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

综合利用项目 

30,846.00 30,973.69 - -  

碳酸锂项目扩产 14,644.31  14,644.31 15.03 说明 2 

补充流动资金 17,005.62 17,005.62 -   

合计 97,415.27 65,309.55 32,233.41 33.09  

 

说明 1：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未达到计划进

度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办理采矿权证流程较长、矿山征山征地耗时较长，项目实施地雨水较多，

影响项目建设进度，造成本项目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 

说明 2：碳酸锂扩产项目由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划转到银锂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了投入。 

3）、本次募集资金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本着募集资金投资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合理安排募投项目投资进

度，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于 2018 年 3 月完工，碳酸锂扩产项目将于 2018

年 6 月完工。 

2、2015 年度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闲置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2016 年度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闲置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1、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度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披露的年采选 12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为 2015 年 6 月、2017年 6 月；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

别为 2015 年 9 月、2016年 12 月。披露差异的原因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实际投入进展情况，

修改了上述两个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除上述差异外，本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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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相符。 

2、2015 年度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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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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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相符。 

3、2016 年度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

对照 

本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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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内容相符。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年

净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 
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

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未投产 10,154.00     否 

2 

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

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

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 

21.99% 8,965.90 -3,142.83 1,995.32 3,893.31 2,745.80 否 

3 碳酸锂项目扩产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合计        

 

注：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一期于 2015 年 5 月

正式投产，该项目近三年效益以投产之后的数据列示。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1、年采选 60 万吨锂瓷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项目前期准备时间 1 年，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按照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预计 2015 年 6 月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该项目办理采矿权证流

程较长、矿山征山征地耗时较长，项目实施地雨水较多，造成进度整体延后，另外公司根据

矿产品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行情况，适当放缓项目实施进度，预计项目将于 2018 年 3 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该项目整体延后，未能实现承诺效益。 

2、年处理 10 万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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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预计

2015 年 9 月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该项目生产制造技术处于不断优化过程中，生产

技术由原设计的硫酸法更新为锻烧法，公司出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等因素的考虑，采取了分期

建设的策略，导致项目进度整体延后，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该项

目整体延后，没有达到设计产能，未能实现承诺效益。 

 

（四）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A、2015 年度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本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米格电机 100%股权，其中向丁阿伟、吴光付、

汪冬花发行 59,900,166股股份购买米格电机 60.00% 的股权，向李威非公开发行 25,831,946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支付米格电机 40.00%股权现金对价，募集资金不足部份以自有资金支

付，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支付方式——股份对价 支付方式——现金对价 持有标的

公司股权

比率 

股份数 

（股） 

对应金额 

（万元） 

标的资产 

占比 

金额 

（万元） 

标的资产 

占比 

丁阿伟 11,573,373 15,300 25.5% 10,200 17.0% 42.5% 

吴光付 11,573,373 15,300 25.5% 10,200 17.0% 42.5% 

汪冬花 4,084,721 5,400 9.0% 3,600 6.0% 15.0% 

合计 27,231,467 36,000 60.0% 24,000 40.0% 100.00% 

标的资产米格电机 100.00%股权已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001022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10 月 29 日，江特电机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江特电机向丁阿伟等非公开发行的

85,732,112 股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9,495.69   37,355.22  27,357.40 

负债总额  26,541.54   16,476.62  13,648.22 

所有者权益  22,954.15   20,878.60  13,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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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和效益贡献情况  

标的资产米格电机生产经营正常，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米格电机的效益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7,794.98  34,431.98  26,495.08 

营业成本  34,944.09  23,471.12  17,349.52 

净利润  8,361.23   7,169.42  5,621.13 

4、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单位 业绩承诺数 实现数 差异额 完成率（%） 

2015年 米格电机 5,000.00 5,500.95 500.95 110.02 

2016年 米格电机 6,000.00  6,633.22   633.22   110.55  

2017年 米格电机 7,200.00  8,361.40   1,161.40   116.13  

累积数 18,200.00  20,495.57   2,295.57   112.61  

注：（1）实际实现数为按上述“调整后净利润”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 

（2）业绩承诺数累积数为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调整后的净利润；实现数累积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际调整后的净利润。 

5、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安排，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签署了《江西特种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与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未来年度的盈利进行了承诺，具体如下： 

（1）业绩承诺期及承诺的净利润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包括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的当年）。如本次交易在 2015 年度完成，则承诺年度为 2015 年、2016年及 2017 年，以此

类推。 

交易对方向本公司保证并承诺标的公司承诺期内实现经审计的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18,200 万元；其中，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别实现的经审计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6,000万元和 7,200 万元。 

上述“调整后净利润”计算公式为：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总额-“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高效电机产品节能补贴）×（1-所得税率）。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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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调整后净利润情况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应当与江特电机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以确

定在上述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调整后净利润。交易对方承诺的调整后净利润与实际

实现的调整后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江特电机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对标的公司实现的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调整后的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调整后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

披露。 

（3）业绩超预期奖励安排 

为了促进米格电机实现更好的效益，本公司同意对米格电机留任的核心团队予以奖励。 

若米格电机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完成经审计的调整后的净利润超过 2.02亿元，本公司将

按超出部分的 45%比例提取奖金奖励米格电机留任的核心团队。业绩超预期奖励在米格电机

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由本公司一次性以

现金支付。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补偿义务人尚未出现因标的资产实际业绩未达到《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标准而需要赔偿的情况。 

 

B、2016 年度向俞洪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本次向俞洪泉、赵银女、王荣法、樊万顺发行79,002,603股股份购买九龙汽车24.61%

股权、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153,500,000 股募集配套资金并使用募集资金

71,032.6391万元支付九龙汽车 24.39%股权对价，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支付方式——股份对价 支付方式——现金对价 持有标的

公司股权

比率 

股份数 

（股） 

对应金额 

（万元） 

标的资产 

占比 

金额 

（万元） 

标的资产 

占比 

俞洪泉 59,250,603 53,740.30 18.45% 53,275.70 18.30% 36.75% 

赵银女 12,166,000 11,034.56 3.79% 13,222.40 4.54% 8.33% 

王荣法 4,741,000 4,300.09 1.48% 2,834.31 0.97% 2.45% 

樊万顺 2,845,000 2,580.42 0.89% 1,700.23 0.58% 1.47% 

合计 79,002,603 71,655.36 24.61% 71,032.64 24.39% 49.00% 

标的资产（九龙汽车 49.00%股权）已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过户至江特电机名下。 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16]000165 号《验资报告》。 

2016 年 3 月 15 日，江特电机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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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江特电机向俞洪泉等非公开发行的

232,502,603股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0,917.26   262,134.89  235,276.39 

负债总额  217,083.15   171,471.86  163,738.88 

所有者权益  113,834.11   90,663.03  71,537.51 

3、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和效益贡献情况  

标的资产九龙汽车生产经营正常，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九龙汽车的效益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67,314.93   180,807.76  282,992.21 

营业成本  117,273.51   132,302.12  207,257.53 

净利润  23,171.09   19,125.52  35,707.58 

4、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人 业绩承诺数 实现数 差异额 完成率（%） 

2015年 

九龙汽车 

20,000.00 35,465.60 15,465.60 177.33 

2016年 25,000.00  18,407.94   -6,592.06   73.63  

2017年 30,000.00  22,891.51   -7,108.49   76.31  

累积数 75,000.00  76,765.05   1,765.05   102.35  

注：（1）实际实现数为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确定。 

（2）业绩承诺数累积数为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调整后的净利润；实现数累积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际调整后的净利润。 

5、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交易安排，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俞洪泉、赵银女、王荣法、樊万顺签署了《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义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义书之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义书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交

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未来年度的盈利进行了承诺，具体如下： 

（1）业绩承诺期及承诺的净利润 

九龙汽车俞洪泉、赵银女、王荣法、樊万顺承诺九龙汽车 2015 年、2016年、2017 年三

个会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0 万元、2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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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0,000 万元，承诺期内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75,000 万元。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在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

诺年度结束后九龙汽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应

当与本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以确定在上述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的差异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公司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对标的公司实现的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 

（3）业绩超预期奖励安排 

公司同意对九龙汽车留任的核心团队予以奖励。若九龙汽车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完成经审

计的净利润超过 75,000万元，公司将按超出部分的 30%比例提取奖金奖励九龙汽车留任的

核心团队。业绩超预期奖励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三十个

工作日内，由公司一次性以现金支付。 

上述奖励原则上按照截至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年末在九龙汽车任职的管理层和核心

团队成员间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方案由九龙汽车经营管理层提交草案，并由九龙汽车董事会

审议批准后实施。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补偿义务人尚未出现因标的资产实际业绩未达到《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标准而需要赔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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