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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18-041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募集资金结项项目名称：高亮度超薄 LED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 

期）、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器件产业化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用途：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截至 2018年 11 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共计节余募 

集资金 4,698.40万元（含资金利息和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其中高亮度超

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节余 1,317.62 万元，半导体照明光

源用 LED器件产业化项目节余 3,159.70 万元。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027 号文核准，江西联创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创光电”）于 2012年 11 月 16日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2,670,000 股，发行价格为 6.29元/股，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7,094,3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1,914,089.86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5,180,210.14 元。以上

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全部到位，并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中审国际验字[2012]01020254 号《验资报告》审验。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分别用于“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半导体照明光

源用 LED器件产业化项目”、“功率型红外监控系统用 LED外延材料、芯片及器件

产业化项目”、“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四个项目。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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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项目推进状况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对募投项目进行

了历次变更与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

金额 

变更后募

集资金

（承诺）

投资金额 

截止 2018

年11月30

日实际投

资金额 

是否已经终止

或结项 

1 

功率型红外监控系统用 LED

外延材料、芯片及器件产业化

项目 

21,919.64 650.11 650.11 已终止 

2 半导体照明光源产业化项目 13,954.90 -   已终止 

3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243.66 682.73 682.73 已终止 

4 
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

产业化项目 
19,570.24 6,550.00 3,390.30 否 

5 
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

套用导光板项目（一期） 
- 4,180.00 3,841.03 

已完成，节余

资金永久补流 

6 
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

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 
- 6,200.00 4,882.38 否 

7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25,712.51 

（注 1） 
25,712.51 已补充完毕 

合   计 60,688.44 
43,975.35 

（注 2） 
39,159.06   

注 1：公司先后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7 年 12

月 21日召开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相关剩余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企业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及“功率型红外监控系统用 LED外延材料、芯片及器件产业化项目”，将该两

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和“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一期）”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合计 25,712.51 万元（含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2：变更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43,975.35万元，大于募集资金总额 42,518.02

万元，原因系：本次募集资金 2012 年 11 月到位，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 2017年

12月变更完成，变更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包含了对应变更募集资金的本金和利息，

以及“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一期）”的节余资金。 

二、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截止 2018年 11 月 30日，“高亮度超薄 LED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

期）”和“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器件产业化项目”累计已经使用 8,272.68 万元，

节余资金 4,477.32 万元（不含利息），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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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资金

额(1) 

实际投资

支付金额 

（2） 

募集项目节

余资金 

(3)=(1)-(2) 

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占承

诺投资金额

的比例 

募投项目

应付未付

金额 

1 

高亮度超薄 LED背

光源及配套用导光

板项目（二期） 

6,200.00 4,882.38 1,317.62 78.75% 425.08 

2 

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器件产业化项

目 

6,550.00 3,390.30 3,159.70 51.76% 9.70 

合计  12,750.00 8,272.68 4,477.32 64.88% 434.78 

注 3：募集资金余额未包含利息收入及支付银行的手续费。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一）高亮度超薄 LED 背光源及配套用导光板项目（二期） 

本项目拟进行厂房改造，并新建 LED背光源、导光板和胶框生产线，以提升

LED背光源产能及其初装配线、检验线智能化程度。目前，本项目已经投资完成，

达到预计产能。 

公司在实施相关项目过程中，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

下，注重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并且，在募投项目变更内部审批程序完

成之前，项目实施单位以其自有资金支出了部分项目投资款。因此，本项目投资

完成后，募集资金存在部分节余。 

（二）半导体照明光源用 LED 器件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拟在已有产线基础上，通过新建产线提升 2835 和 020 产品的产能、

新建 LED灯丝产线、对 Flip-Chip开展专项研究，并最终进行产业化，项目投资

内容包括设备购置及生产线建设。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本项目核心产品 2835

产能超额达产，虽然其他产品 020 产品、LED 灯丝产线、Flip-Chip 项目尚未达

到预计投资进度和产能，但项目整体产能已达到预期总产能目标。 

近年来，随着国内 LED设备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部分进口生产设备可由国

内设备替代，且采购的部分设备单台产能较可研报告编制时有所提高，部分设备

的购置数量有所减少，导致设备投资金额大幅下降。基于上述设备投资因素和市

场因素，目前本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占承诺投资金额的比例为 51.76%。 

由于本项目设计时间较早，涉及部分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变化，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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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浪费，本项目中部分产品生产线投资未达到预计进

度和规模。截至目前，本项目的投资进度和产能完成度能够满足公司未来生产经

营需求，因此，本着审慎性原则，为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

升公司营运能力，公司对该项目提前结项。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截至 2018年 11 月 30日，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均已全部投资结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 434.78 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共计节余募集资金 4,698.40 万元（含资金利息和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

金），具体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账户余额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东路支行 791911093200087 17.67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787010100100266388 2,423.85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谷支行 106629000000051825 0.5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361606100018010042929 917.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 50080188000014260 1,339.24  

合  计 4,698.40    

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支付时间周期较长，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

效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

4,698.4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最终转入公司

和子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为准。节余资金转出后上

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和子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专户销户后，公司

和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随之

终止。 

目前，募投项目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约 434.78 万元，公司承诺在该部

分尾款或质保金满足付款条件时，将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以项目实施单位自有资

金支付。 

五、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

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作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则规定，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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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相关

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监事会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本次事项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在上述资金转入公司及子公司

账户后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手续。 

保荐机构的意见： 

联创光电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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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相关剩余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