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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19）第 110ZA3413 号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化工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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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编制上

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是同德化工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

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同德化工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发表鉴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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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

同德化工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同德化工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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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反映了同德化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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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同德化工公司本次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发行可转换债

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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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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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3】1632

号《关于核准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郑俊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

复》的批准，本公司获准向郑俊卿、南俊、张成、王林虎、张振斌、王建军、

赵文军、孙彦明、李晓东、赵秋菊 10 名自然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5,756,3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7.14 元，申请新增股本人民

币 15,756,300 元，由郑俊卿等 10 名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爆破）45%股权认缴出资。 

截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本公司已分别向郑俊卿发行 5,077,030 股、向南

俊发行 3,676,470 股、向张成发行 875,350 股、向王林虎发行 875,350 股、向

张振斌发行 875,350 股、向王建军发行 875,350 股、向赵文军发行 875,350

股、向孙彦明发行 875,350 股、向李晓东发行 875,350 股、向赵秋菊发行

875,350 股。郑俊卿等 10 名自然人用于出资的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5%股权已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在忻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东变更手

续。同德爆破 45%股权交易价格 112,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4,433,962.26 元 后 ， 记 入 股 本 15,756,300.00 元 ， 记 入 资 本 公 积

92,309,737.74 元。该事项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致同验字（2014）第 110ZC0034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见附件一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4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未变更。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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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见附件二 

六、前次募集资金中资产运行情况 

1、 购买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4 年 1 月 26 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标的资产同德爆破 45%股权过户手续并

在忻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东变更手续。变更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同德

爆破 100%股权。 

2014 年 2 月 20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定，本公

司已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15,756,300 股股份登记。 

2、 购买资产账面价值变化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报表项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231.35 12,133.38 

负债总额 2,316.25 2,015.56 

所有者权益 11,915.10 10,117.82 

注： 

截至 2014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用于购买股权需发行的股份已发行完成，

并办理完毕购买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故将 2014 年 1 月 31 日作为收购完成

日。 

3、 购买资产经营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同德爆破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经营情况良好。 

4、 效益贡献情况 

同德爆破自 2014 年 1 月 31 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

现净利润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间       净利润金额 

2014年 2-12月 5,066.98 

2015年度 7,14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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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期间       净利润金额 

2016年度 4,348.50 

2017年度 2,327.87 

2018年度 6,343.68 

合  计 25,236.02 

5、盈利预测事项以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2013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与郑俊卿等 10 名自然人签署《利润补偿协议》，

郑俊卿等 10 名自然人保证同德爆破对应的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报字【2013】第 534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预测的

3,033.22 万元、3,184.48 万元、3,234.73 万元。如目标资产实际净利润不足

评估预测的净利润额的，则郑俊卿等 10名自然人负责向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出具的《山西同德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4）第 110ZC0554 号）、《山西

同德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5）第 110ZA2366

号）、《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6）

第 110ZA4156 号），经审计后的报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实际实现数 承诺数 差额 是否完成 

2013年度 5,521.91 3,033.22 2,488.69 是 

2014年度 7,726.17 3,184.48 4,541.69 是 

2015年度 7,158.13 3,234.73 3,923.40 是 

承诺期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额均超过其承诺实

现的净利润额。 

七、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与定期报

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相关内容相符。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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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25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25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变更用

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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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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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同德爆破 45%股权 购买同德爆破 45%股权 
        

11,250.00  
        

11,250.00 
  

11,250.00  
      

11,250.00  
        

11,250.00  
     

11,250.00 
                    -  2014年 1月 

           

           

           

           

           

公司董事会：同德化工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云升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邬庆文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金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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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承诺期三年实际效益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1 购买同德爆破 45%股权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

评 估 出 具 的 中 联 报 字

【2013】第 534 号《资产评

估报告》中预测的 3,033.22

万元、3,184.48 万元 

、3,234.73 万元。 

5,521.91 7,726.17 7,158.13 20,406.21 是 

        

        

公司董事会：同德化工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云升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邬庆文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

人：金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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