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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7月 23日 15:30-17:30 

二、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乌昌公路

2702号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让先生 

四、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六、网络投票起止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3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3

日的 9:15-15:00。 

七、现场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介绍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代

表的股份总数，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 

（二）推荐并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审议下列议案： 

审议《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四）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上述议案发表意见并进行投票表决； 

（五）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情况，总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六）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七）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八）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23日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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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且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董事会应按照本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公司编制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另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出具了鉴证报告。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23 日 

 

附件： 

1、《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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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30 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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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公司”、“天润乳业”）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近 5 年内，公司于 2015 年 7 月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进行了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兵团乳业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现将该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65 号）核准，核准公司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股份 14,058,25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185,621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5,185,621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结合市场情况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遵照价格优先原则，本公司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确定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109,540 股（每股面值 1元），由 4家特定投资者以货币资金

认购，其中由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票数量为 1,450,000 股、中新建招商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购股票数量为 650,000 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股票数量为 550,000股、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票数量为 459,54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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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购买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澳牧业”）100%股权已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资产交割日为 2015 年 7 月 31 日，对应股权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24,110.96 万元。2015年 8月 17日，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验字（2015）007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17日止，公司已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

合计人民币 14,058,254元。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15年 8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天澳牧业 100%股权，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

货币资金到账时间及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止，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09,540 股，每股发行价格 28.3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7,999,982.00 元。

本次募集资金券商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2,640,000.00 元，另外还发生券商保荐费、

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评估费、信息披露费、资料费等费用合计 11,011,650.90

元；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3,651,650.90 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各项发行费用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348,331.1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109,54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1,238,791.10元。上述资金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已到位，业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希会验

字（2015）0077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与年末余额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9,672,071.97 元，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670,424.62 元（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5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应当

存放于董事会设立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

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5年 9月 10日，公司、上述开户行、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帐号 金额（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华北路支行 146012505010000023 6,670,424.62 

注：该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情况 

根据本公司《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除支付交易整合费用外，将用于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

司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建设检测信息中心、偿还标的公司借款，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万元） 

1 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       1,600.00  

2 建设检测信息中心       1,000.00  

3 偿还标的公司借款       5,000.00  

 合计       7,600.00  

本次配套资金投入的轻重缓急将根据上述项目的顺序进行，如实际配套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无法满足上述用途投入的需要，不足部分将通过向银行

申请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兵团乳业集团持有的天澳牧业100%股权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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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前次募投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2 月 20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

次交易整合费用”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2,523,945.00元，全部用于中介机构费

用，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该事项业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希会其字

(2016)0016 号《关于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前次募投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投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五）前次变更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不存在变更前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

用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事项，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公司与兵

团乳业集团未签署盈利预测补偿承诺。根据公司与兵团乳业集团签署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兵团乳业集团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第三年期末经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将不低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定价 26,499.81 万元。若低于 26,499.81 万元，甲方将以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补足

差额”。 

公司已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承诺事项进行估值评估，

根据评估机构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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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澳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8601

号），估值结论为：“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

值 32,581.62万元，估值 33,000.33 万元”，未发生资产减值事项。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

表 2。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偿还标的公司借款”项目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的情况。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建设检测信息中心”项目未对未来预计效益

进行约定和披露，因此不适用实际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对比。 

五、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购买天澳牧业 100%股权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标的资产已经获得奎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股

权过户至公司名下事宜已经完成。 

2015年 8月 17日，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验

字（2015）0071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8月 17日止，公司已收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4,058,254元。本次

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手续。 

（二）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 项目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股权交割日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天澳 

牧业 

资产 43,252.64  46,455.65  45,767.56  45,397.66  47,960.75  

负债 19,141.68  18,347.73  12,774.02  12,816.04  15,301.82  

净资产 24,110.96  28,107.92  32,993.54  32,581.62  32,6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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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天澳牧业 2015年-2018 年度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 

（三）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后，标的资产业务经营活动相对稳定。本次交易

完成后，天澳牧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了大量优质奶源，建立了

更加完整的产业链，稳定了上游奶源供应，降低原料奶价格波动对公司造成的不

利影响。 

（四）效益贡献情况 

标的企业天澳牧业效益实现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9,657.98         20,132.12  21,272.92  23,229.10  

净利润           483.17            407.69  1,480.19  1,553.12  

注：天澳牧业 2015年-2018 年度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 

（五）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预测及承诺履行情况 

1、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希格玛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5）1549 号），2015

年度天澳牧业预测实现净利润 469.21万元。 

根据希格玛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6）1394

号），上述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数 2015 年度盈利实现数 差异数 

净利润 469.21 483.17 13.96 

注：《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5）1549号）是基于天澳牧业 2014

年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的天澳牧业 2015 年度的盈利预测；天澳牧业 2015 年度实

际盈利数已超过利润预测数，盈利预测已实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事项，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公司与兵

团乳业集团未签署利润补偿承诺。 

2、兵团乳业集团关于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兵团乳业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兵团乳业集团承

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第三年期末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

标的资产价值，将不低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26,499.81万元。若低于26,4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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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甲方将以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补足差额”。 

公司已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承诺事项进行估值评估，

根据评估机构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新疆

天澳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8601

号），估值结论为：“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

值 32,581.62万元，估值 33,000.33 万元”，未发生资产减值，已实现兵团乳业集

团做出的承诺。 

六、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整体投入进度为 91.67%。其中募

投项目“建设检测信息中心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1,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408.22 万元，使用进度为 40.82%。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主

要系所在研发大楼正在装修中。 

七、前次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及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的比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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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967.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2015 年： 5,000.00  

2016 年： 1,326.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2017 年：  246.28  

2018 年： 3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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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机械设

备和硬件设

施 

改造机械设

备和硬件设

施 

1,600.00 1,600.00 1,558.99 1,600.00 1,600.00 1,558.99 项目未完结 97.44 

2 
建设检测信

息中心 

建设检测信

息中心 
1,000.00 1,000.00 408.22 1,000.00 1,000.00 408.22 项目未完结 40.82 

3 
偿还标的公

司借款 

偿还标的公

司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合计 7,600.00 7,600.00 6,967.21 7,600.00 7,600.00 6,967.21   91.67 

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7,600万元与经验资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7,434.83万元相差165.17万元，主要是募集资金交易费用实际支出1,365.17万

元，较原计划1,200万元超支165.17万元，该金额已由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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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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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2017 年 2018 年 

1 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 项目尚未最终完成 无  注 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建设检测信息中心 项目尚未最终完成 无 注 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偿还标的公司借款 不适用 无 注 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建设检测信息中心”项目未对未来预计效益进行约定和披露，因此不适用；“偿还标的公司借款”项目存在无法

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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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X i g e m a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希会审字(2019)2979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注册会计师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提

出审核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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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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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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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制，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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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披露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侠 

（项目合伙人） 

       

 

中国    西安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学伟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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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30 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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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公司”、“天润乳业”）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近 5 年内，公司于 2015 年 7 月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进行了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兵团乳业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现将该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65 号）核准，核准公司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股份 14,058,25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185,621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5,185,621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结合市场情况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遵照价格优先原则，本公司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确定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109,540 股（每股面值 1元），由 4家特定投资者以货币资金

认购，其中由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票数量为 1,450,000 股、中新建招商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购股票数量为 650,000 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股票数量为 550,000股、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股票数量为 459,540股。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购买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澳牧业”）100%股权已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资产交割日为 2015 年 7 月 31 日，对应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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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24,110.96 万元。2015年 8月 17日，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验字（2015）007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17日止，公司已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

合计人民币 14,058,254元。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15年 8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天澳牧业 100%股权，不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

货币资金到账时间及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止，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09,540 股，每股发行价格 28.3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7,999,982.00 元。

本次募集资金券商承销费用为人民币 2,640,000.00 元，另外还发生券商保荐费、

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评估费、信息披露费、资料费等费用合计 11,011,650.90

元；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3,651,650.90 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各项发行费用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348,331.1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109,54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1,238,791.10元。上述资金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已到位，业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希会验

字（2015）0077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与年末余额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9,672,071.97 元，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670,424.62 元（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应当

存放于董事会设立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募集资

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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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齐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5年 9月 10日，公司、上述开户行、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帐号 金额（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华北路支行 146012505010000023 6,670,424.62 

注：该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情况 

根据本公司《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除支付交易整合费用外，将用于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

司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建设检测信息中心、偿还标的公司借款，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万元） 

1 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       1,600.00  

2 建设检测信息中心       1,000.00  

3 偿还标的公司借款       5,000.00  

 

合计       7,600.00  

本次配套资金投入的轻重缓急将根据上述项目的顺序进行，如实际配套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无法满足上述用途投入的需要，不足部分将通过向银行

申请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兵团乳业集团持有的天澳牧业100%股权于2015年

8月 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前次募投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2 月 20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

次交易整合费用”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2,523,945.00元，全部用于中介机构费

用，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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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业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希会其字

(2016)0016 号《关于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前次募投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投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五）前次变更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不存在变更前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

用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事项，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公司与兵

团乳业集团未签署盈利预测补偿承诺。根据公司与兵团乳业集团签署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兵团乳业集团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第三年期末经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将不低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定价 26,499.81 万元。若低于 26,499.81 万元，甲方将以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补足

差额”。 

公司已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承诺事项进行估值评估，

根据评估机构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新疆

天澳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8601

号），估值结论为：“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

值 32,581.62万元，估值 33,000.33 万元”，未发生资产减值事项。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

表 2。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偿还标的公司借款”项目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的情况。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8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建设检测信息中心”项目未对未来预计效益

进行约定和披露，因此不适用实际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对比。 

五、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购买天澳牧业 100%股权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标的资产已经获得奎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股

权过户至公司名下事宜已经完成。 

2015年 8月 17日，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验

字（2015）0071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8月 17日止，公司已收到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4,058,254元。本次

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手续。 

（二）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 项目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股权交割日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天澳

牧业 

资产 43,252.64  46,455.65  45,767.56  45,397.66  47,960.75  

负债 19,141.68  18,347.73  12,774.02  12,816.04  15,301.82  

净资产 24,110.96  28,107.92  32,993.54  32,581.62  32,658.93  

注：天澳牧业 2015年-2018 年度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 

（三）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后，标的资产业务经营活动相对稳定。本次交易

完成后，天澳牧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了大量优质奶源，建立了

更加完整的产业链，稳定了上游奶源供应，降低原料奶价格波动对公司造成的不

利影响。 

（四）效益贡献情况 

标的企业天澳牧业效益实现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 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9,657.98         20,132.12  21,272.92  23,229.10  

净利润           483.17            407.69  1,480.19  1,553.12  

注：天澳牧业 2015年-2018 年度数据为已经审计数据 

（五）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预测及承诺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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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希格玛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5）1549 号），2015

年度天澳牧业预测实现净利润 469.21万元。 

根据希格玛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6）1394

号），上述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度盈利预测

数 

2015年度盈利实现

数 
差异数 

净利润 469.21 483.17 13.96 

注：《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5）1549号）是基于天澳牧业 2014

年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的天澳牧业 2015 年度的盈利预测；天澳牧业 2015 年度实

际盈利数已超过利润预测数，盈利预测已实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事项，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公司与兵

团乳业集团未签署利润补偿承诺。 

2、兵团乳业集团关于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兵团乳业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兵团乳业集团承

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第三年期末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

标的资产价值，将不低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26,499.81万元。若低于26,499.81

万元，甲方将以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补足差额”。 

公司已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承诺事项进行估值评估，

根据评估机构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新疆

天澳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8601

号），估值结论为：“新疆天澳牧业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

值 32,581.62万元，估值 33,000.33 万元”，未发生资产减值，已实现兵团乳业集

团做出的承诺。 

六、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整体投入进度为 91.67%。其中募

投项目“建设检测信息中心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1,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408.22 万元，使用进度为 40.82%。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主

要系所在研发大楼正在装修中。 

七、前次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及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的比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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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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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967.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 年： 5,000.00  

2016 年： 1,326.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2017 年：  246.28  

2018 年： 3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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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机械设备

和硬件设施 

改造机械设备

和硬件设施 
1,600.00 1,600.00 1,558.99 1,600.00 1,600.00 1,558.99 项目未完结 97.44 

2 
建设检测信息

中心 

建设检测信息

中心 
1,000.00 1,000.00 408.22 1,000.00 1,000.00 408.22 项目未完结 40.82 

3 
偿还标的公司

借款 

偿还标的公司

借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合计 7,600.00 7,600.00 6,967.21 7,600.00 7,600.00 6,967.21   91.67 

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7,600万元与经验资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7,434.83万元相差165.17万元，主要是募集资金交易费用实际支出1,365.17万

元，较原计划1,200万元超支165.17万元，该金额已由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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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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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2017 年 2018 年 

1 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 项目尚未最终完成 无  注 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建设检测信息中心 项目尚未最终完成 无 注 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偿还标的公司借款 不适用 无 注 注 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改造机械设备和硬件设施”、“建设检测信息中心”项目未对未来预计效益进行约定和披露，因此不适用；“偿还标的公司借款”项目存在无法

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