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太阳”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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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经审

慎尽职调查，对金太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

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到账时间及用途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东莞金太阳研

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33 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230 万股，

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642.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885.4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5,757.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全部到位，已经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7]000037 号”《验

资报告》。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 800 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 10,707.61 7,707.61 

2 年产 300 万平方米超精细研磨材料项目 6,938.62 5,153.33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396.46 2,896.46 



合计 22,042.69 15,757.40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进度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

额 

投资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年产 800万平方米高档

涂附磨具项目 
7,707.61 294.13 3.82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年产 300万平方米超精

细研磨材料项目 
5,153.33 977.27 18.96 2018 年 06 月 30 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896.46 295.09 10.19 2019 年 03 月 31 日 

合计 15,757.40 1,566.49 — —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安排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800 万平

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和“年产 300 万平方米面超精细研磨材料项目”两个项

目的可行性和预计收益等情况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目前前述两个项目依然具

备可行性、预计收益状况良好。预计收益情况分别如下： 

根据重新论证结果，结合前述项目实际进度，公司进行了延期处理，将前述

两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做出了调整。调整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如下： 

预计收益情况 

年产 800 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 

项目 

年产 300 万平方米面超精细研磨材

料项目 

所得税前 所得税后 所得税前 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IRR）  20.36% 17.63% 27.56% 24.06% 

净现值（i=12%)  4,307.52  2,835.21  5,507.58  4,143.81  

投资回收期（年） 6.31  6.82  5.27  5.65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万元 

原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未来投资安排 

年产 800 万平

方米高档涂附

磨具项目 

7,707.61 

2018 年 

06 月 30 日 

2019 年 

08 月 31 日 

目前该项目 2018 年上半年

已投入 294.13 万元，下半年

计划投入 881 万元，2019 年

投入 6532.48 万元。 

年产 300 万平

方米超精细研

磨材料项目 

5,153.33 

2018 年 

06 月 30 日 

2019 年 

08 月 31 日 

目前该项目 2018 年上半年

已投入 977.27 万元，下半年

计划投入 4176.06 万元。 

合计 12,860.94    

三、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影响 

以上需延期的两个募投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公司为提高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扩大自动化设备的范

围，保证整体施工质量；对各建筑物的设计方案和图纸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修改，

对募投项目生产线的建设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大幅提升了在高端智能制造方面的

技术含量。目前公司募投项目的主体工程“超精细研磨材料智能化生产项目”已

被列入广东省“支持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超高速无线局域网在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中的应用”试点项目，并被纳入了广东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资助计划。公司希望通过本项目，逐步使生产经营管理实现网络化、信息化、

数据化，并以此为契机实现物料仓储、生产流程、销售管控的高效、简捷、规范，

实现企业内部管理各流程环节的全面集成，打造成智能制造管控信息平台。促使

公司管理向信息化及互联网与生产经营管理紧密融合，为提高生产自动化及全面

信息化系统管理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公司基于充分保障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的考虑，对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进

行了合理化的阶段控制，故以上两个项目整体投资建设期未能按照计划时间完全

达成，需对项目进度进行调整。 

目前，“年产 800 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的仓库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

用，生产用房和办公用房正在建设之中，并将于 2019 年 8 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年产 300 万平方米超精细研磨材料项目”的仓库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生产用房预计将于 2018 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办公用房项目将于 2019 年 8

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本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

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的内容、投资金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8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与会董事经审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年产800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和“年产300万平方米面超精细研磨材

料项目”两个项目的可行性和预计收益等情况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目前前述

两个项目依然具备可行性、预计收益状况良好。并结合项目进度，对前述项目进

行了延期处理。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

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通过本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8月7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与会监事经审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年产800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和“年产300万平方米面超精细研磨材

料项目”两个项目的可行性和预计收益等情况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目前前述

两个项目依然具备可行性、预计收益状况良好。并结合项目进度，对前述项目进

行了延期处理。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是本着对公司及股东利益负责的原则，结合募投项目

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也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本次延期。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800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和“年产300

万平方米面超精细研磨材料项目”已经过重新论证，具备可行性、预计收益等情

况良好，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同意本次延期。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作为金太阳的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上市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6.3.4条及

第6.3.5条的规定，对“年产800万平方米高档涂附磨具项目”以及“年产300万平

方米面超精细研磨材料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预期收益等进行

重新论证，决定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定

期报告中对两个项目的投资计划延期的原因、调整后的投资计划进行披露。上述

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金太阳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调整是结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调整延期的事项无异

议。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东莞金太阳研

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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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