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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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888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1,783.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50 元。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0,705,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6,303,577.28 元(其

中可抵扣进项税额 1,417,112.4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04,401,422.72 元。该项募

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

瑞华验字【2016】48220006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

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及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深圳新洲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浪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铁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

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型 存款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

支行 

698395786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93,164.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755918576310818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2,641,955.7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新洲支行 7924015520000134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176,744.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浪

支行 

4000103929100324039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387,098.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铁路

支行 
44250100003600000596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1,808,726.22 

合计   63,107,689.41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该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63,107,689.41 元，其中，本金为人

民币 57,492,709.68 元，理财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

5,614,979.73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A 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平板显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年

产 80 台触摸屏与模组全贴合自动水胶贴合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2018 年 3 月 14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18 年 3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同意调整“平板显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并调减项目

总投资；终止原“年产 80 台触摸屏与模组全贴合自动水胶贴合机项目”的实施，整体变更为



“AOI 自动检测线项目”；调减“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同时，上述三个募投项目的实施

主体均由衡阳联得变更为联得装备；实施地点均由湖南省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变更为深圳

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此外，“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衡阳联得变更为联得装备。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平板显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本公司原募投项目“平板显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为衡阳联得，

项目建设地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该项目拟投资 18,088.59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 7,275.51

万元、设备投资 7,332.3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480.78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9,018.54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经过审慎判断，一方面考虑到由于募投项目的设计自董事会决

议日起至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历时较长，原有的部分计划投资内容已不再适合继续投资，另一

方面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净额为 20,440.14 万元，募资资金净额与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的

缺口达 42.86%，而公司目前资金无法满足全部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根据市场环境的变

化情况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公司拟将平板显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产

后计划生产的“热压邦定设备、贴合设备和其它模组组装设备”变更为集中生产“贴合设备及

其他模组组装设备”，同时相应调减项目总投资。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计划

将该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湖南省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变更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实施主

体由衡阳联得变更为联得装备。变更后项目总投资预计 10,018.6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8,156.9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861.72 万元，该项目原未使用募集资金 9,018.54 万元将全部

投入该项目，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该项目全部达产后，正常生产年平均收入为 20,400.00

万元，净利润为 2,917.62 万元。内部收益率为 21.00%（税后），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61

年（含建设期）。 上述项目调整后，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AOI 自动检测线项目 

本公司原募投项目“年产 80 台触摸屏与模组全贴合自动水胶贴合机项目” 实施主体为

衡阳联得，项目建设地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该项目拟投资 4,588.2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676.38 万元，铺底资金 911.88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657.96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经过审慎判断，考虑到由于募投项目的设计自董事会决议日起至公司募集资金到账历时

较长，年产 80 台触摸屏与模组全贴合自动水胶贴合机项目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已不再适合继续投资。公司经综合考虑后，决定变更该项募集资金用途，将募集资金投向于

更有利于公司业务开拓和发展的项目，因此将该项目整体变更为“AOI 自动检测线项目”。同

时为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计划将该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湖南省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

变更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实施主体由衡阳联得变更为联得装备。变更后项目总投资预

计 2,767.1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147.4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19.73 万元。原“年产 80 台

触摸屏与模组全贴合自动水胶贴合机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 2,657.96 万元将全部投入该项目，

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该项目全部达产后，正常生产年平均收入为 5,400.00 万元，净利润为

780.61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9.41%（税后），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7.06 年（含建设

期）。上述项目调整后，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公司原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衡阳联得，项目建设地位于湖南省

衡阳市。项目拟新建研发中心并购置相关研发设备，进行平板显示器件及相关零部件生产设

备领域的研发。该项目拟投资 4,115.05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入 870.29 万元，软硬件设备

投资 1,321.12 万元，研发经费投入 1,923.64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923.64 万元。公司首

发募集资金净额为 20,440.14 万元，募资资金净额与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的缺口达

42.86%，而公司目前资金无法满足全部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投入 1,165.15 万元研发经费，引进高技术人才并加大研发投入取得

良好效果。公司经过审慎全面考虑，拟针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和

项目投资，拟调减“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体投资规模，在保证研发支持效果基本不变的前提

下，减少该项目建筑工程投资及部分其他投资和费用。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

计划将该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湖南省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变更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实

施主体由衡阳联得变更为联得装备。变更后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2,231.36 万元。 

4、 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本公司原募投项目“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衡阳联得，项目拟在全国多个

城市建立办事处，大力开展市场品牌建设。本项目共投资 2,982.19 万元，其中服务中心建设

投资 1,827.19 万元，品牌建设投资 84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15.00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 840 万元。为了更好地实施和管理“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的实



施主体由衡阳联得变更为联得装备。 

上述变更事项经公司 2018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资

金的安全、合理运用，结合目前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公司决定对投资项目进行延期，其中“平

板显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AOI 自动检测线项目”达产期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募

集资金投资总

额 

募集后承诺募

集资金投资总

额 

实际投入募

集 

资金总额 

差异金额 
差异 

原因 

平板显示自动化专业

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9,018.54 9,018.54 5,337.87 -3,680.67 注 1 

AOI 自动检测线项目 2,657.96 2,657.96 1,429.97 -1,227.99 注 1、注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23.64 1,923.64 1,814.34 -109.30 注 1 

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 

840.00 840.00 108.69 -731.31 注 1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6,000.00 6,000.00 6,000.00 -  

合计 20,440.14 20,440.14 14,690.87 -5,749.27  

注 1：公司 2016 年 9 月完成首次发行上市，各募投项目尚未建成达产，且部分募投项

目发生变更并延期，因此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各募投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与承诺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存在差异。 

注 2：经公司 2018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 “年产 80 台触摸屏与模组全贴合自动水胶

贴合机项目"的实施，整体变更为“AOI 自动检测线项目”，具体情况说明见二（二）“前次募



集资金变更情况”。 

（四）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1、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根据 2016 年 11月 21 日召开的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的董事会决议，及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发布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本公司拟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

使用。 

2016 年 12 月 15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支行签署协议，购

买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 9,000 万元，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赎回，取得收益 2,746,109.59 元。 

根据2017年12月27日召开的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的董事会决议，本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2018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支行签署协议，购买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顺鑫”保本型 2018 年 8 期理财产品 9,000 万元，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

赎回，取得收益 912,082.19 元。 

2018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支行签署协议，购买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顺鑫”保本型 2018 年第 30 期理财产品 7,000 万元，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赎回，取得收益 677,753.42 元。 

2、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63,107,689.41 元，其中，未使用

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金额 57,492,709.68 元，闲置募集资金的理财收益及存放在银行的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合计为人民币 5,614,979.73 元。公司将根据投资计划，结合公



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将上述募集资金陆续投入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2。 

（七）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

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前次 A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A 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

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