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19-03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7 号）核准，光启技术向特定投资

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66,900,415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894,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 56,236,690.0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37,763,309.96 元。该等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全部到位，已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字[2017]8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光启技术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含发行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

“产业化项目”） 
576,000 545,400 

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研发中心项目”） 
144,000 144,000 

合计 720,000 689,400 

（二）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年4月16日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和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化运营中心网络建设

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将产业

化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保定光启超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超材料”），调整了产业化项目部分募投产品方向，

同时将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进行部分调减，调减资金转投拟新建的

“产业化运营中心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运营中心项目”）和“信息化系

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 

募集资金调整变更后的投资计划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产业化项目 505,008.42 499,617.80  

2 研发中心项目 144,000.00 144,000.00 

3 运营中心项目 40,950.00 40,950.00 

4 信息化项目 10,459.13 10,459.13 

合计 700,417.55 695,026.93 

注：本次变更后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包含截止2018年2月28日的产业化项目募集资

金存款及理财利息收入 

（三）本次拟终止的产业化项目实施情况 

本次调整前，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保定超材料，总投资为 505,008.42

万元，其中，设备及工程安装费 330,599.00万元，基地建设费 54,426.09万元，

其他费用 21,983.33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 98,000.00 万元。该项目建设期为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超过 2 年，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公

司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 589,550.00 万元，增值税 61,742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

为 7,409 万元，利润总额为 161,286 万元。 

该项目于 2018年 3月完成项目备案和环评，备案编号：徐经开备字（2018）

05号，环评批复编号：徐环报告表（2018）20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062.79 万元，该

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501,342.66 万元。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情况如



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产业化项目 505,008.42 499,617.80  5,062.79 501,342.66 

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尚未投入金额+未到期理财产品+理财收益+利息收入-

银行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四）本次调整后拟新投资项目概况 

产业化项目终止后结余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投资新设募投项目，部分用于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做变更部分，公司会尽快寻找和论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且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并在履行必要决策和审批程序后使用。新

设募投项目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新一代隐身技术智能制造基地（以下简

称“顺德项目”） 
148,593 148,593 

2 
沈阳光启尖端装备产业园（以下简称

“沈阳项目”） 
36,440  36,440  

3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 100,000 

合计 285,033.00 285,033.00 

    产业化项目本次调整后未做用途变更的募集资金 216,309.66 万元，将在募集

资金专户中进行存储和管理。公司将积极挖掘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具有较强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一旦新的投资项目确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审议和披露程

序，并尽快实施新的投资项目，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顺德项目 148,593.00 148,593.00 

2 沈阳项目 36,440.00  36,440.00  

3 研发中心项目 144,000.00 144,000.00 

4 运营中心项目 40,950.00 40,950.00 



5 信息化项目 10,459.13 10,459.13 

6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480,442.13 480,442.13 

（五）本次变更审议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变更的相关议案。上述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 

产业化项目是公司为实现从传统汽车零件制造业向超材料装备行业转型的

战略目的，基于当时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针

对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市场做出的项目决策。 

2017 年底，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以军用超材料为主营业务的深圳光

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的 100%股权。随着光启尖端的

并入，公司完成了超材料民品业务与军品业务相结合的业务布局。现公司超材料

产品在军用应用方面优势更为显著。 

目前，超材料凭借在吸波性能、隐身性能及天线通信性能方面的特殊优势，

已经在国际先进水平的空军、海军装备当中得到了使用，超材料在军用领域的战

略作用正在迅速提高。当前，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国

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我

国重要军工集团对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有较强的采购需求，目前公司的超材料尖

端装备供应能力和响应速度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响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

要，满足市场对超材料尖端装备的需求，公司急需对超材料尖端装备配套生产能

力予以扩充和提升。 

鉴于公司超材料军品业务发展快速且公司现有超材料尖端装备产能不足，公



司认为现阶段应优先重点发展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以响应国家强军号召。因此，

公司从审慎投资的角度考虑，拟终止原产业化项目，扩大和提升公司超材料尖端

装备的产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股

东利益。 

 三、新设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新一代隐身技术智能制造基地”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一代隐身技术智能制造基地。 

2、项目实施主体：佛山顺德光启尖端装备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 148,593 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115,500 平方米生产场地及配套设施，购置热压罐、固化炉、真空铺助成型设

备等国内外先进设备，用于公司生产超材料尖端装备产品。项目完全建成后年

产值可达 163,372万元，净利润 40,905万元，有利于公司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充

分转化公司的领先技术，提升盈利水平。 

4、项目建设地点及土地规划：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拟购买土地 248

亩。  

5、项目建设周期和资金使用计划：项目分 2 期建设，1 期、2 期建设各 36

个月，顺德项目主要涉及军品研发生产配套，由于军品项目订单实现收入周期较

长，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将根据业务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测算，固定资产等投

资与业务发展相匹配。各期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或费用 

名称 

投资估算（万元）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总额 

工程建设费用 41,974 13,947 2,325 30,409 19,317 3,220 111,192 

其中：建安工程 35,000 - - 20,750 - - 55,750 

设备购置 6,974 13,947 2,325 9,659 19,317 3,220 55,442 

土地费用 6,042     3,400     9,442 

基本预备费 839 279 47 608 386 64 2,224 

铺底流动资金 243 16,897 706 2,742 2,937 2,210 25,735 

项目总投资 49,098 31,123 3,078 37,160 22,640 5,494 148,593 



6、项目资金来源：项目投资全部来自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7、项目涉及的审批/备案情况：项目所需的项目备案、安评、环评等相关手

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后续进展情况，公司会严格按照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8、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指标值 

1 销售收入(万元) 163,372 

2 利润总额（万元） 48,123 

3 净利润(万元) 40,905 

4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4.44% 

5 含建设期税后投资回收期(年) 10.49 

（二）“沈阳光启尖端装备产业园”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沈阳光启尖端装备产业园。 

2、项目实施主体：沈阳光启航空装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 36,441 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28,400 平方米生产场地及配套设施，购置热压罐、自动下料机等国内外先进设

备，用于公司生产超材料尖端装备产品。项目完全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27,554 万

元，净利润 8,858 万元，有利于公司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充分转化公司的领先

技术，提升盈利水平。 

4、项目建设地点及土地规划：辽宁省沈阳市。项目用地规划 100 亩，已取

得土地权证编号为“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权第 9000215号”的土地使用权。 

5、项目建设周期和资金使用计划：项目建设期 60个月。沈阳项目主要涉及

军品研发生产配套，由于军品项目订单实现收入周期较长，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

实施将根据业务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测算，固定资产等投资与业务发展相匹配。资

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万元）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总额 

工程建设费用 15,981 3,767 3,444 3,893 746 27,831 

其中：建安工程 14,098 - - - - 14,098 

设备购置 1,883 3,767 3,444 3,893 746 13,733 

基本预备费 320 75 69 78 15 557 

铺底流动资金 1,861 807 1,535 1,891 1,958 8,052 

项目总投资 18,161 4,649 5,048 5,862 2,719 36,440 

6、项目资金来源：项目投资全部来自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7、项目涉及的审批/备案情况：项目所需的项目备案、安评、环评等相关手

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后续进展情况，公司会严格按照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8、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指标值 

1 销售收入(万元) 27,554 

2 利润总额（万元） 10,421 

3 净利润(万元) 8,858 

4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2.39% 

5 含建设期税后投资回收期(年) 11.03 

 

（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公司拟将产业化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100,000.00 万元变更为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14.27%。 

公司拟终止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和发展现状，本着谨

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的决策。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将严格、合规使用该等补充流动资金，将其用于补充

公司日常营运资金和归还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借款本息，有利于降低财务成

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2、相关说明和承诺 

公司就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作出声明：公司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后，将严格、合规使用该等补充流

动资金，将其用于补充公司日常营运资金和归还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借款本

息，在使用过程中履行相关程序，保证不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了

加强对永久补流募集资金的监管，公司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详细

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承诺：  

（1）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更符合公司现阶段的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已超过一年；  

（3）公司将按照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  

（5）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风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新设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超材料尖端装备行业的发展现状 

（1）国外超材料尖端装备行业发展情况 

超材料由前苏联物理学家 Veselago 提出，因其独特物理响应特征，逐渐受

到多个国家重视，已成为各国争先抢占的革命性技术制高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2）我国超材料尖端装备发展状况 

超材料尖端装备作为一项具有颠覆式创新的多技术交叉学科，得到了国家大

力支持。在国务院《中国制造 202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发

改委《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

《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方面对超材料发展进行

了科学规划，在 863计划、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中予以立项

支持。以光启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在超材料领域内开展了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有特色

的研究和应用工作，目前，我国已有部分超材料产品应用于尖端装备中。随着国

家支持力度的加大，及新一代尖端装备的研制及生产，超材料在尖端装备领域的

应用将逐渐渗透。 

2、公司在超材料尖端装备行业的竞争优势 

（1）技术积累优势 

超材料为前沿性学科，其在军工领域的应用在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理论研究阶

段。公司是国内较早进行超材料商业化运用的，已成功将超材料应用于空间科学、

尖端装备等领域，具有雄厚的技术优势和技术积累。此外，公司已建立稳定的技

术团队，并根据业务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主动进行技术研发和探索，保持持续的

技术优势并积累前沿性技术基础。雄厚的技术积累及稳定持续的研发探索，为公

司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最终用户为军方。目前，国内军品采购具有完整的制度

体系，进入军品市场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各项认证，且根据军品采购的相

关规定，纳入军品采购体系的产品均需要定型，一旦定型进入军方采购体系，代

表该型号产品的主要配套及重要供应商等均相对固定，不能随意变动。对于军品

供应商而言，该定型产品的市场相对确定，公司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 

（3）机制优势 

公司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科研技术人才是其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为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公司通过相关激励方式，保持员工稳定性和积极性，提高员工归



属感。公司将更注重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建设，进一步提高技术人员稳定性和积

极性。 

（4）人才优势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展超材料在军工领域应用的公司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公

司培养了一支高效专业、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及问题解决

能力。超材料军工装备业务技术难度较高，对人才要求较高，公司已建立较强的

人才壁垒，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3、超材料尖端装备的市场前景 

（1）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尖端装备属于高端设备制造业，属于我国未来产业升级的重点提升领域和发

展方向，是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

之一。超材料作为新兴产业，其在尖端装备上的应用对提升装备性能具有重要作

用。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产业法规对超材料在尖端装备等高端设备上的应用予以支

持和鼓励，为行业发展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2）市场需求空间较大 

超材料技术在各类飞机、舰艇和导弹等武器装备上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现代

军事装备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近年的每年军费支出大约以 7%速率稳定增长，

各类军事装备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长。随着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新式装备生

产及老式装备的更新换代为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机遇。 

4、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 

（1）技术风险较大 

超材料尖端装备属于前沿新兴技术，其技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

而技术本身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为企业带来较大的技术风险。 

（2）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相对缺乏 

超材料属于交叉学科领域，需要对无线通信、材料、微电子、空气动力学等



领域有深入研究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由于受我国相关学科和技术水平的制约，在

该领域的综合型运用人才相对缺乏。 

（3）下游客户集中度高 

军工超材料的下游客户为国内船舶、航空和导弹等军工企业，客户集中度高，

且单笔订单大，客户的变化对企业的经营会将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由于超材料

在军工领域的诸多应用属于国家秘密，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其产品出口受限。 

（4）项目实施风险 

虽然公司确定该项目时已经对市场需求做出合理预测，但是如果发生不可抗

风险，项目可能存在事实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持续督导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本次终止、变更募投项目以及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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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与募投项目相关的事项，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监事会审核意见为：本次终止、变更募投项目以及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实际发展

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议有关募投项目变更

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持续督导机构认为：光启技术本次终止、变更募投项目以及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系出于市场变化以及公司自身情况，经公司研究

论证后的决策，公司本次终止、变更募投项目以及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已发表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因此，持续督导机构对光启技术本次终止、变更募投项目以及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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