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福建

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达集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

立财务顾问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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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对实达集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实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腾兴旺达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73 号）核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展置业”）和天风证券天利 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天利 2 号”）非公开发行 151,706,699 股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7.9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2016 年 4 月 25 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

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立信中联验字[2016]D-0023 号《验资报告》，

确认截至2016年4月 21日，公司已收到昂展置业、天利 2号缴纳的出资款 12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7,972 万元。公司

对上述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2017 年 1-2 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计划由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兴飞”）负责实施的“华东研发中心项目”变更为由深圳市东方

拓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拓宇”）负责实施的“新一代移动终端产品研发项

目”和由深圳兴飞负责实施的“移动终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发项目”。 

2017 年 10 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计划由惠州市兴飞技术有限公司负责

实施的“通讯终端生产线扩充项目”和“SMT 贴片线体扩产项目”变更为由芜湖市

睿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睿德”）负责实施的“芜湖睿德电源产品及其

配套变压器部件、DC 线部件生产项目”、由芜湖市兴飞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芜湖兴飞”）负责实施的“芜湖兴飞移动智能终端产品产能扩充项目”和由芜

湖市实达兴飞电子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芜湖实达兴飞电子产业园建设项

目”。 

经过上述调整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如（未经审计）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可

投入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金额 

1 支付前次重组现金对价 81,200.00 81,200.00 81,200.00 - 

2 

芜湖睿德电源产品及其配套

变压器部件、DC 线部件生产

项目 

3,000.00 3,000.00 1,449.05 1,550.95 

3 
芜湖兴飞移动智能终端产品

产能扩充项目 
3,000.00 3,000.00 2,983.45 16.55 

4 
芜湖实达兴飞电子产业园建

设项目 
5,457.00 5,457.00 5,200.34 256.66 

5 
通讯终端生产线升级自动化

项目 
4,115.00 4,115.00 4,058.49 56.51 

6 聚合物锂离子电芯投资项目 16,400.00 14,372.00 - 14,372.00 

7 
新一代移动终端产品研发项

目 
5,000.00 5,000.00 3,827.45 1,172.55 



8 
移动终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

发项目 
1,828.00 1,828.00 1,480.23 347.77 

合计 120,000.00 117,972.00 100,199.01 17,772.99 

注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和其他发行费用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7,972.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可投入金额少于募集前项目拟投资金

额的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注 2：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未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费

用的净额； 

注 3：“芜湖兴飞移动智能终端产品产能扩充项目”节余的 16.55 万元中有 14.914 万元为

尚未支付给供应商的设备尾款，本次项目结项后待设备尾款满足付款条件时由芜湖兴飞募集

资金专户支付；本项目最终实际结余资金为 1.636 万元； 

注 4：“芜湖实达兴飞电子产业园建设项目”计划 2019 年完成，目前按计划进行中。 

2、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节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节余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开户行 公司及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万元） 存储方式 

浙商银行杭州九沙支行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10010720120100014409 
2.36 活期存款 

浙商银行杭州九沙支行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10010720121800000756 
706.00 

七天通知 

存款 

建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深 圳 市 兴 飞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44250100004800000764 
0.07 活期存款 

建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惠 州 市 兴 飞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44250100004800000761 
0.04 活期存款 

建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44250100004800000762 
- 活期存款 

建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深圳市东方拓宇科技有限公司

44250100004800000765 
0.57 活期存款 

建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芜湖市睿德电子有限公司

34050167880800000320 
4.32 活期存款 

建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芜湖市实达兴飞电子产业园有限

公司 

34050167880800000321 

0.21 活期存款 

建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芜湖市兴飞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34050167880800000322 
17.18 活期存款 



开户行 公司及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万元） 存储方式 

合计  730.76 

 

（2）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实达集团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 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董事会及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继

续追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分别使用不超过 1.5 亿和 2,8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达集团已使用 1.7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三）本次拟结项和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芜湖兴飞移动智能终端产品产能扩充项目 

由芜湖市兴飞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芜湖兴飞移动智能终端产品产

能扩充项目”除 14.914 万元的设备尾款尚未支付外，已于 2018 年 12 月基本实施

完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983.45 万元，节余

募集资金 16.55 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给供应商的尾款，本项目最终实际节余资金

为 1.636 万元。 

该项目节余资金主要为尚未支付给供应商的设备尾款，后续待该款项满足约

定的付款条件时再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付。 

（2）通讯终端生产线升级自动化项目 

由惠州市兴飞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兴飞”）负责实施的“通讯终端

生产线升级自动化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实施完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058.49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56.51 万元。 

该项目募集资金存在节余的主要原因为：项目实施期间，惠州兴飞通过优化

升级项目的实施方案降低了部分设备的采购成本。 



（3）新一代移动终端产品研发项目 

由东方拓宇负责实施的“新一代移动终端产品研发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实

施完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827.45 万元，节

余募集资金 1,172.55 万元。 

该项目募集资金存在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基于前期在该项目上有大量相关

技术的积累，在该项目的研发过程中，东方拓宇减少了部分测试费用的投入，同

时也节省了部分研发人力的投入，因此，为该项目的研发节省了较多的募集资金。 

（4）移动终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发项目 

由深圳兴飞负责实施的“移动终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发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实施完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480.23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 347.77 万元。 

该项目募集资金存在节余的主要原因为：随着双摄手机市场应用的普及，

原厂支持力度增加，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研发成本，提前完成“移动终

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发项目”的研发，从而降低了募集资金投入的费用。 

2、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拟终止项目的投资情况 

经 2015 年 8 月公司第八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和 2015 年 9 月公司 2015 年度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中的 16,400 万

元用于“聚合物锂离子电芯投资项目”，该项目由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睿德”）负责实施，原计划 2018 年建成投产，预计年销售收入

32,200 万元，利润 3,3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深圳睿德尚未使用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对“聚

合物锂离子电芯投资项目”进行投资。 

（2）项目拟终止的主要原因 

深圳睿德经过市场多方调研、反复论证，基于对该项目整体风险把控的考虑，

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主要原因如下： 

① 由于部分客户自身原因，深圳睿德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电池产品的订单



需求量有所下降，导致“聚合物锂离子电芯项目”的部分潜在客户的市场需求流失，

与项目当初的规划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影响到该项目的投入。 

② 随着电芯原材料市场需求的不断放大，市场供应紧缺造成电芯原材料价

格波动剧烈且持续上涨，导致电芯项目利润空间受到较大影响，如果按原计划投

入，将很难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③ 目前市场客户对电芯技术要求逐步提高，主要是对能量密度有更高的要

求，在 630-660Wh/L 左右（价位一般在 6.3-6.8 元/安时）逐步在失去优势，

680-720Wh/L（价位一般在 7 元-7.5 元/安时）逐步成为主流；4.35V 电压体系已

成为底线电压，4.4V 电压体系已逐步成为主流应用；公司现有的团队对 4.4V 电

压体系产品的技术积累仍存在不足，增加了电芯项目的投资风险。 

3、拟调减募集资金投资规模的项目 

（1）拟调减募集资金投资规模项目的投资情况 

经 2017 年 10 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中的 3,000 万元用于“芜湖睿德

电源产品及其配套变压器部件、DC 线部件生产项目”，该项目由芜湖睿德负责实

施，原计划 2018 年建成投产，预计年销售收入 13,231 万元，净利润 533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芜湖睿德电源产品及其配套变压器部件、DC 线

部件生产项目”已累计投资 1,449.05万元，剩余 1,550.95万元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2）项目拟调减规模的主要原因 

① “芜湖睿德电源产品及其配套变压器部件、DC 线部件生产项目”中的“DC

线部件项目”截至目前尚未投入的主要原因为该项目所需的技术及管理团队迟迟

没有组建完成，导致该项目无法按期推进；因此，芜湖睿德决定将该项目延缓实

施，如后续该项目实施条件成熟，芜湖睿德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② “电源产品及其配套变压器部件项目”由于目前所租赁的生产场所面积有

限，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因此，芜湖睿德决定暂不扩大该项目的投资规模，待芜

湖实达兴飞电子产业园建成后，再根据当时的市场需求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扩大生

产规模，如决定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则届时芜湖睿德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四）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及变更后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1、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综合考虑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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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实达集团拟在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变更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本次涉及结项、终止、调减募集资金投

资规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节余的募集资金 17,514.69 万元以及所有募集资金

专户中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费用的净额（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中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费用

的净额为 757.77万元，最终金额以实际转出时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余额为准）

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2、前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安排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达集团已使用 1.7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前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78 亿元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在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实达

集团董事会将授权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手续。 

（五）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实达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实达集团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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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并承诺在本次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实达集团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并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良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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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计划。 

2、监事会意见 

经实达集团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基于

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且出于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规划而做出的。该等变更调整切

合公司主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从

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实达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系出于公司自身情况考虑，经

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公司本次《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