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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中审亚太鉴字【2018】010696 号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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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编制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北方华创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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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鉴证业

务，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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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抽

查、核对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

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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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编制，反映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43 号青云当代大厦 22 层 

邮政编码：100086 

电话：010-6216 6525 

传真：010-6216 6525 

网址：www.zsyt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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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  涛（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袁振湘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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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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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或“公司”）（原名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

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451 号文件）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902,186 股，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 17.4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3,672,2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11,885,804.37 元后，实际存

入募集资金专户的金额为人民币 911,786,395.63 元。以上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到账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01730015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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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18年 9月 30

日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97958929 340,622,2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270000003013019 573,0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698152800 191,050,000.00 53,125,944.1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10276000000866797 191,000,000.00 36,467,346.6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11001560002781280000 191,000,000.00 108,939,434.13 

合计   
913,672,200.00

① 
198,532,724.92 

注① ：初始存放总金额为 91,367.22 万元，为募集资金总额 92,367.22 扣除 1,000.00 万元承销

费用后的金额。 

募集资金中 57,305.00 万元将用于子公司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微电子装备

扩产项目”的建设投资。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将此笔资金分别转入子公司 3 个专项账户管理，

初始存放金额不应该包括转入子公司 3 个专项账户的金额。 

2016 年 8 月 4 日，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专

项账户为 697958929，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专项账号为 10270000003013019。 

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分别与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简称“北方微电子”）、保荐

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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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账号为

697958929 的账户注销，账户剩余金额 56,950.32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户。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账号为

10270000003013019 的账户注销，账户剩余金额 129,427.13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人民币 71,490.65 万元，其

中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33,873.64 万元，微电子装备扩产项目实际使用金额为

37,617.01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与

发行时承诺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一致，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置换 

截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 “微电子装备扩产项

目”3,048,084.97 元，用于厂房建设、购置设备等。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 3,048,084.97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核字[2016]第 01730044 号专项审核报告。公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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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并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置换完毕。 

（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

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已全部归还。 

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

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8 年 3 月 13 日，已全部归

还。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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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归还。 

（六）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余额为

198,532,724.92 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1.49%。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本公

司募集资金余额将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继续用于“微电子装备扩产项目”建

设投资。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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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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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募集资金中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中补充流

动资金与公司整体效益有关，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效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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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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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451 号文）核准，公司向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42,214,926 股股份、

向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657,153 股股份、向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发行 1,520,302 股股份、向北京圆合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7,419,063 股股

份购买合计持有的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6 年 7 月 15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北方微电子股权变更，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北方微电子股权变更后取得的《营业执照》及

备案的公司章程，公司持有北方微电子 100%股权，北方微电子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同时北方微电子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801786752A】）。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动情况 

北方微电子在交易前后账面价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基准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1,665.32 107,698.91 166,759.77 327,292.13 543,733.45 

负债总额 97,724.17 76,135.35 71,209.21 159,924.54 368,253.28 

净资产 33,941.15 31,563.56 95,550.56 167,367.59 175,480.17 

注：2015 年 11 月 30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数据经审计；2018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 

（三）生产经营情况 

北方微电子以高端集成电路装备为主业，重点发展刻蚀设备（ETCH）、物理气

相沉积设备（PVD）和化学气相沉积设备（CVD）三大类集成电路设备；设备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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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先进封装、半导体照明(LED)、微机电系统(MEMS)、功率半导

体、光通讯、化合物半导体等领域细分市场的芯片制造与封装；致力于发展成为在

微电子装备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和工艺解决方案提供商。 

截至目前，北方微电子各项业务生产经营正常。 

2016 年，北方微电子营业收入 51,327.04 万元，实现净利润 6,682.01 万元。2017

年，北方微电子营业收入 67,433.4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421.54 万元。 

（四）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承诺及现金补偿安排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2016 年度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承诺交易实施完毕后，标的公司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6,317.05 万元。如果北方微电子 2016 年实际盈利未达到该净

利润预测值，则交易对方须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向北方华创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01730008 号”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6,682.01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2.01 万元。公司标的资产 2016 年

度预测净利润数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2、标的公司技术性无形资产组估值的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2016 年度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承诺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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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该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后实现的营业收入应分别不低于 

50,927.35 万元、65,934.19 万元和 83,553.21 万元。若北方微电子在业绩承诺期内的

实际营业收入不足承诺营业收入，就其差额部分，交易对方应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01730008 号”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51,327.04 万元，不低于业绩承诺的营业收入 50,927.35 万元。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2018】

010033F 号”《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金额为 67,433.43 万元，不低于业绩承诺的营业收入 65,934.19 万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比较本报告中披露的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

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本公司已按募集资金规定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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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履行了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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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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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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