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04 号《关于核准广东江粉

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国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7,391,30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5.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7,499,998.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364,249,998.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67,391,304.00 元，增

加资本公积 296,858,694.00 元。 

截止 2015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2015]12546 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65,031,883.59

元（含利息收入），其中 2015 年使用募集资金 365,000,000.00 元，2016 年度

使用募集资金 31,883.59 元（含利息收入），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

金账户已注销，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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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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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门分行 
398000100100432647 364,249,998.00 0.00 注销 

合计   364,249,998.00 0.00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附表 1-1《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者置换情况。 

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本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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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一致；具体详见附表 1-2《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购买标的资产包含股份支付和现金对价两部分，其中现金对价部分产生的经

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直接进入公司业务运营

体系中周转，其经济效益体现在公司总体效益之中，无法单独核算。但该项资金

提高了公司资金实力，改善了资本结构，降低了财务风险，同时增加了公司抗风

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和持续发展。 

3.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现承诺收益，不存在未实现承诺收益的情

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1. 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04 号《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

材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国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向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对价用于购买发行对象持有的深圳市帝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晶科技”）100%的股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核准了帝晶科技的股东变更事宜并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双方已完

成帝晶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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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益智造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办理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帝晶科技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名称 
项目 

2014-12-31 

（评估基准日）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帝晶

科技 

总资产 1,252,273,088.53 1,869,204,542.43 2,656,301,085.34 3,417,767,503.56 3,318,530,579.85 

总负债 772,300,207.22 1,286,567,955.74 2,004,785,432.35 2,525,302,409.50 2,389,849,645.82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479,972,881.31 582,636,586.69 651,515,652.99 892,465,094.06 928,680,934.03 

3. 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和效益贡献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以后，各项模块经营稳健良好，与本公司间的整合持续推进，

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多元化发展，2015 年度-2018 年度帝晶科技的效益

贡献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帝晶科技 

营业收入 2,583,969,452.35 3,885,454,137.81 4,392,949,070.74 5,175,147,566.80 

营业成本 2,216,901,402.05 3,335,248,275.39 3,655,983,787.77 4,562,349,296.73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112,663,705.38 152,678,177.91 150,949,441.07 34,367,409.08 

4.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购入帝晶科技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标的资产实际完成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112,663,705.38 152,678,177.91 150,949,441.07 416,291,324.36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910,121.74 154,818,051.57 157,412,966.12 430,141,139.43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业绩承诺数 100,000,000.00 130,000,000.00 170,000,000.00 400,000,000.00 

差额 17,910,121.74 24,818,051.57 -12,587,033.88 30,141,139.43 

实现率（%） 117.91 119.09 92.60 107.54 

根据本公司与帝晶科技公司原股东陈国狮、深圳市帝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帝晶伟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文云东、陈惠玲、陈镇杰、江惠东、戴晖（以

下简称“补偿责任人”）签署的《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补偿责任人承诺帝晶科

技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13,000.00 万元、

17,000.00 万元。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4 月 27 日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审核报

告》审核，帝晶科技公司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合计为 43,014.11 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绩总

额 40,000.00 万元的 107.54%，完成了业绩承诺。 

（五） 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二、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资金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662 号《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

材股份有限公司向曹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9,863,945 股，实际发行数量为 130,555,555.00 股，每股

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4,999,995.00 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 31,630,555.5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43,369,439.44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130,555,555.00元，增加资本公积1,012,813,884.44 元。 

截止 2016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2016]12364 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1,143,511,297.74

元（含利息收入），其中 2016 年使用募集资金 1,143,511,297.74 元，2017-2018

年未使用募集资金，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913,482.83

元（含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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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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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炮台支行 80020000008619025 525,000,000.00 0.00  注销  

中国银行江门高新科技支行 688667207657 500,000,000.00 694,943.20 活期 

兴业银行江门分行 398000100100470272 118,499,995.00 0.00  注销 

小计   1,143,499,995.00 694,943.20    

中国银行深圳福永支行 74976258204 15,000,000.00 197,882.31 活期 

中国银行深圳福永支行 774467256709 15,000,000.00 20,657.32 活期 

小计  30,000,000.00 218,539.63  

合计  --- 913,482.83  

注 1：本公司 2016 年募集资金净额为 1,143,369,439.44 元，实际收到募集资 1,143,499,995.00 元，差额

系公司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费用 130,555.56 元。 

注 2：2016 年 6 月 28 日，根据已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计划，由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80020000008619025

账户分别向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账户：774467256709）及东莞市欧比迪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账户：749767258204）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转入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同时，本公司与深圳市东方

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欧比迪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国信证券、中国银行等相关方按照制度要求签

订了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附表 2-1《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2019

年 5 月 13 日，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部分募

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6 年 6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进行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6]12638 号《关于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49,923,842.36 元，2016 年从募集资金专户置换

49,923,842.36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项目的资金

全部置换完毕。 

4. 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 12 月 10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18,664,580.67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6 年 7 月 25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

超过 6 个月。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报告期末，上述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2017 年 2 月 8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1 月 19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用于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5.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本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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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一致；具体详见附表 2-2《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购买标的资产包含股份支付和现金对价两部分，其中现金对价部分产生的经

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以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

资金直接进入公司业务运营体系中周转，其经济效益体现在公司总体效益之中，

无法单独核算。该项资金提高了公司资金实力，改善了资本结构，降低了财务风

险，同时增加了公司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和持续发展。 

3.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金属精密结构件建设项目不存在承

诺收益的情况，但该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与预计收益相差较大。主要原因系随着无

线充电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和5G商用时代临近，受手机信号传输质量需求的影响，

手机背板等智能手机精密结构件材质由金属材质转向塑胶、玻璃等非金属材质，

市场对于金属精密结构件产品的整体需求量减少，同时，公司原金属精密结构件

重要客户金立发生重大经营危机，对公司金属精密结构件业务影响较大。 

（四） 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1. 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662 号《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

股份有限公司向曹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向交易

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对价用于购买发行对象持有的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亮彩”）100%的股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核准了东方亮彩的股东变更事宜并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双方已完

成东方亮彩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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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益智造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办理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名称 
项目 

2015-9-30 

（评估基准日）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东方

亮彩 

总资产 1,330,677,408.4

7 

1,526,990,273.2

4 

2,774,699,941.8

4 

3,162,773,789.8

7 

2,528,987,509.8

7 总负债 955,779,172.50 1,098,105,573.0

5 

2,016,932,757.7

7 

2,488,902,385.8

4 

2,273,048,294.5

9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74,898,235.97 428,884,700.19 757,767,184.07 673,871,404.03 255,939,215.28 

3. 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和效益贡献情况 

自购入东方亮彩以后，公司业务范围增加，通过对购入资产的资源进行整合，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 年度-2018 年度东方亮彩的效益贡

献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东方亮彩 

营业收入 1,804,460,804.9

7 

3,112,847,458.1

6 

3,721,573,400.4

9 

2,592,513,645.9

0 营业成本 1,486,902,462.2

2 

2,613,111,639.8

7 

3,219,607,410.3

7 

2,521,718,611.3

7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166,642,547.59 178,882,483.88 -83,895,780.04 -420,028,950.89 

4.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购入东方亮彩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标的资产实际完成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166,642,547.59 178,882,483.88 -83,895,780.04 261,629,251.43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844,050.83 162,297,352.56 -90,227,997.51 233,913,405.88 

业绩承诺数 115,000,000.00 142,500,000.00 180,000,000.00 437,500,000.00 

差额 46,844,050.83 19,797,352.56 -270,227,997.51 -203,586,594.12 

实现率（%） 140.73 113.89 -50.13 53.47 

根据本公司与东方亮彩原股东曹云、刘吉文、刘鸣源、曹小林、王海霞、深

圳市聚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补偿责任人”）签署的《利润承

诺补偿协议书》，补偿责任人承诺东方亮彩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



 

11,500.00 万元、14,250.00 万元、18,000.00 万元。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2018 年 4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

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审核报告》审核，深圳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

利润合计为 23,391.34 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绩总额 43,750.00 万元的

53.47%，未完成业绩承诺。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系东方亮彩的重要客户

东莞金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均为深圳

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基于谨慎性原则，东方亮

彩对其应收账款及存货单项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损失，严重影响了承诺业绩的完

成；2017 年下半年，国内智能手机行业的竞争态势急速加剧，导致客户对项目

成本的管控力度加大，东方亮彩的利润空间减小。同时东方亮彩新开发的智能手

机金属精密结构件产品处于开发和市场成长阶段，前期投入研发成本、设备采购

成本、厂房建设成本、人工费用等金额较大，但订单增长未达预期，尚未形成新

的利润增长点。 

（五） 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为

913,482.83 元（含利息收入），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0.08%。根据 2019

年 5 月 13 日，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9 号《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

材股份有限公司向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

准公司向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科技”）原股东定向发行股

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领益科技 100.00%的股权，本次交易为构成业务的反向收

购。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第 0493 号《广



 

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领益科技 100%股份

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073,300.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领益科

技 100%股权作价 2,073,000.00 万元。 

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

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为 9.45 元/股。在考虑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因素进行除息

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4.68 元/股，发行股份数

量为 4,429,487,177 股。 

截止 2018 年 1 月 19 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交易涉及的

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

江粉磁材持有领益科技 100%股权，领益科技为江粉磁材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曾芳勤。 

截止 2018 年 1 月 19 日，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天职业字[2018]2165 号《验资报告》审验，领胜投资、领尚投资、领杰投资作

为出资的股权均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江粉磁材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

民币 4,429,487,177.00 元，出资方式为股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83,910,951.00 元。 

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仅涉及以发行股票的形式购买标的资产的股权，

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户存放的情况。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仅涉及以发行股票的形式购买标的资产的股权，

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故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仅涉及以发行股票的形式购买标的资产的股权，

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故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1. 标的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9 号《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

股份有限公司向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公司

向交易对方原股东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核准了领益科技

的股东变更事宜并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双方已完成领益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

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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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益智造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办

理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公司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7-3-31 

2017-12-31 2018-12-31 
（评估基准日） 

领益科技 

总资产 5,052,824,392.61  9,658,203,589.33 12,199,128,320.40  

总负债 2,322,073,230.88  5,542,197,659.10 6,060,821,305.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727,572,341.79  4,105,607,029.77 6,124,039,414.06  

3. 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和效益贡献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消费电子零部件产业链的业务及服务范围进一步扩

大，资产规模及业务规模将有较大增长，盈利能力得到增强，实现与公司磁性材

料、触控显示模组、精密结构件等业务的协同。2017 年度领益科技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60,839.04 万元，2018 年度领益科技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94,229.71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 20.76%，本次交易完成使得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4.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1) 补偿期限及业绩承诺 

根据领胜投资等业绩承诺人与本公司签署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

协议》及《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2018 年

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领胜投资等业绩承诺人承诺置入资产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14,711.77 万元、149,198.11 万元、

186,094.62 万元和 224,342.65 万元。如果置入资产在利润承诺期的任一年度内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相应年度的补偿

责任人承诺的利润数，则补偿责任人应依据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偿协议的约定作

出补偿。 

2)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2017 年度，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领益科技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8,250.06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为 160,839.04 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

114,711.77 万元多 46,127.73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40.21%；2018 年度，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领益科技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199,552.53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金额为 194,229.71 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 149,198.11 万元多

45,031.60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30.18%。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表 1-1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7,499,998.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65,031,883.59 

募集资金净额 364,249,998.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 年：365,0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0.00 2016 年：31,883.5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00% 2017 年-2018 年：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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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资产重组配

套融资 

重大资产重

组配套融资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 不适用 

2  
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0.00 0.00 31,883.59 0.00 0.00 31,883.59 -31,883.59 不适用 

合计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365,031,883.5

9 

365,000,000.0

0 

365,000,000.0

0 

365,031,883.5

9 
-31,883.59   

注：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36,503.19 万元，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为 3.19 万元。该差异系募集资金账户的全部节余资金，公司已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账户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注销 

 

 

 

 



 

附表 1-2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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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7 2018 

1 
支付收购帝晶科技

部分现金对价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附表 2-1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74,999,995.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43,511,297.74 

募集资金净额 1,143,369,439.4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1,143,511,297.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2017 年：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2018 年：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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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购买标的资

产的现金对价 

支付购买标的资

产的现金对价 

525,000,000.0

0  

525,000,000.0

0  

525,000,000.0

0 

525,000,000.0

0  

525,000,000.0

0  

525,000,000.0

0 
— — 

2 
金属精密结构件

建设项目 

金属精密结构件

建设项目 

500,000,000.0

0  

500,000,000.0

0  

199,846,717.0

7 

500,000,000.0

0  

500,000,000.0

0  

199,846,717.0

7 
300,153,282.93 — 

3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150,000,000.0

0  

150,000,000.0

0  

118,664,580.6

7 

150,000,000.0

0  

150,000,000.0

0  

118,664,580.6

7 
31,335,419.33 — 

4 
 临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 
- - 

300,000,000.0

0 
  

300,000,000.0

0 
-300,000,000.00 — 

合计 
1,175,000,000.

00 

1,175,000,000.

00 

1,143,511,297.

74 

1,175,000,000.

00 

1,175,000,000.

00 

1,143,511,297.

74 
31,488,702.26   

注 1：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金额差异为 3,148.87 万元，该差异主要系公司需从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及登记费用。 

注 2：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属精密结构件建设项目由于市场波动较大，产品需求低迷，产品利润较低，公司寻求产品转型，暂时未继续



 

投入募集资金。 

注 3：2018 年 5 月 13 日，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金属精密结构件建设项目和临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附表 2-2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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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2017 2018 

1 
金属精密结构件建

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53,076,582.19 -129,020,899.18 -182,097,481.37 否 

2 
支付购买标的资产

的现金对价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临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