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19-015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5]808号文批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并于发行完成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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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截至2018年12月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资金募集情况 

1、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陈锋、曹伟、朱吉洪、谢

伟东、吕涛、张威共6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三明市海斯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海斯福”)

的100%股权(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持股比例 

(%) 

现金支付对价 股份支付对价 

转让比例 

(%) 

对价金额 

(亿元) 

转让比例 

(%) 

对价金额 

(亿元) 

支付股数 

(股) 

王陈锋 40 30 1.710 10 0.8550 2,356,670 

曹伟 18 9 0.513 9 0.7695 2,121,003 

朱吉洪 12 6 0.342 6 0.5130 1,414,002 

谢伟东 10 5 0.285 5 0.4275 1,178,335 

吕涛 10 5 0.285 5 0.4275 1,178,335 

张威 10 5 0.285 5 0.4275 1,178,335 

合计 100 60 3.420 40 3.4200 9,426,680 



 

注：发股数量不足一股的舍去尾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海斯福100%股权。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15年5月4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陈锋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发行字[2015]808号文批准，本公司分别向

王陈锋、曹伟、朱吉洪、谢伟东、吕涛、张威发行股份2,356,670股、2,121,003股、

1,414,002股、1,178,335股、1,178,335股和1,178,335股，合计发行股份9,426,680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36.28元，并支付现金人民币34,200.00万元，以购买海斯福

100%股权，此次发行后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180,626,680股，注册资本变更为人

民币180,626,680.00元，上述股权已经大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5年5月26日出具大华验资[2015]000355号验资报告。 

（2）支付现金对价购买资产 

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募集配套资金结合的方式向海斯福全体股东支付现金对价合

计人民币34,2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向其他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25%，即人民币17,100.00万元。 

2、2015年募集配套的资金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5]808号文批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并于发行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已于

2015年6月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每股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50.38元，受到股东认缴股款共计人民币170,999,997.52元，扣除本次发生的券

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2,990,570.84元。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全部用来支付购买海斯福100%股权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验字[2015]000468号验资报告验证，经审验，上

述募集资金人民币170,999,997.52元，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6月11日将

扣除券商承销佣金人民币8,000,000.00元后的金额人民币162,999,997.52元汇入本

公司在中国银行坪山支行开立的764057923706募集资金专户。专户中用于海斯福项目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的资金已于2015年度全部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专户于2018年



 

3月22日销户。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注销时间 

中国银行坪山支行 764057923706 - 2018年3月22日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和其投资总额的变更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与前次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

集资金运用方案一致，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用于支付购买海斯福100%股份的部分现金对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如下“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299.0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6,299.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年：                                                16,299.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完成状

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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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购买海斯

福60%股份的

部分现金对价 

支付购买海斯

福60%股份的

部分现金对价 
16,299.06 16,299.06 16,299.06 16,299.06 16,299.06 16,299.06 - 2015年5月31日 

注1：支付购买海斯福60%股份的部分现金对价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分别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期现金对价的50%，即人民币17,100.00万元。自募集配套

资金人民币17,100.00万元扣除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人民币16,299.06万元到位并完成验资后十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分别向

交易对方支付完毕剩余部分的现金对价，即人民币17,100.00万元。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 

2015年5月25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华验字[2015]000355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5年5月25日止，王陈锋、曹伟、朱吉洪、

谢伟东、吕涛、张威作为出资的股权均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应新增注册资本

合计人民币9,426,680.00元，出资方式均为股权。本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80,626,680.00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80,626,680.00元。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海斯福账面价值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48,300,235.44 414,116,400.05 395,394,662.31 296,031,427.59 

负债总额 185,178,779.67 85,978,649.16 86,842,822.01 39,860,067.22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 
463,121,455.77 328,137,750.89 308,551,840.30 256,171,360.37 

注：2015-2016年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2018年数据经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生产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394,506,183.64 276,428,962.33 306,313,990.41 235,437,349.80 

营业利润 151,307,257.27 95,761,927.34 123,036,666.95 103,670,630.85 

利润总额 151,395,898.52 95,692,176.01 125,141,976.53 106,433,212.11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130,845,287.94 82,076,336.70 107,947,100.93 90,411,771.25 



 

注：2015-2016年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2018年数据经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效益贡献情况见如下“前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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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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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购买海斯

福 60%股份的

现金对价 不适用 

 

海斯福2014年、2015年、2016年任意一年的年

度净利润(“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2014年、2015

年、2016年、2017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26,000万元 

 

10,544.38 

 

7,986.33 12,484.08 32,991.98 是 

2 

支付购买海斯

福 40%股份的

股份对价 

注1：实际效益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注2：2014年、2015年、2016年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5,886.69万元、

8,574.58万元和10,544.38万元。 

 



 

5、经营性净现金流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营性净现金流承诺为2015年、2016年、2017年经审计累计实现的经营性净现金

流不低于人民币12,000万元。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海斯福2015

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入人民币6,305.67万元，2016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入人民币

11,966.92万元，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海斯福2017年经营

性净现金流入人民币9,959.02万元。经汇总，2015年、2016年、2017年经审计累计实

现的经营性净现金流为人民币28,231.61万元，大于承诺经营性现金流。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比较本报告中披露的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

公司在2016年半年度、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半

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相应披露内容，前次募集资金项目披

露内容均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前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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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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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