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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智建电子工

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根据本公司（曾用名：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范海林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450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广州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绘宇智能）100%股权、上海智建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建电子）100%股权。 

绘宇智能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5.20 亿元，智建电子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1.00 亿元；本公

司向绘宇智能、智建电子原股东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30%，即 186,000,000.00 元；以发

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0%，即 434,000,000.00 元；同时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不超

过 20,300 万元人民币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并购重组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并购交易税费、人

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以及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本公司向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金鹰穗通定增 313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鹰基金）、安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安信基金浦发银行安信基金白鹭定增 2 号资管计划（以下简称安信基

金）询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2,987,843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

格为人民币 15.63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202,999,986.09 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 认购股份数量（股） 出资额(元） 

1 安信基金 7,741,522.00 81,999,997.23 

2 金鹰基金 5,246,321.00 120,999,988.86 

合计     12,987,843.00   202,999,986.09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证券承销费和财务顾问费

9,000,000.00 元后，余额 193,999,986.09 元缴存在本公司在建设银行珠海唐家支行开立的

44050164933500000124 账号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02,999,986.09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

的费用合计 10,072,596.9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92,927,389.11 元。 

2016 年 11月 7 日智建电子在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相关登记，取得

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134623828L 的营业执照，原股东李旺、章祺已将其各自持有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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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电子共 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为其唯一股东。2016 年 11 月 9 日绘宇智能在广州市

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791037335G 的营业执照，原股东范海林、王大成、谭军辉与蒋小春已将其各自持有的

绘宇智能共 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为其唯一股东。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到账事项业经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年 11 月 17日出具大华验字[2016]001116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唐家支行（账号为

44050164933500000124）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9,292.74 

1、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累计募集资金使用：  

智建股权现金对价支出总额 3,000.00 

绘宇股权现金对价支出总额 15,600.00 

支付其他收购相关费用 188.5 

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利息收入金额 7.84 

减：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手续费支出金额 0.31 

加：尚未支付的律师费（不含税） 84.9 

加：尚未支付的验资费（不含税） 10.38 

加：尚未转出的代垫发行费 6.32 

减：支付发行费用时支付的进项税 54.34 

募集资金 2017 年 12月 31日结存余额 559.03 

2、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利息收入金额  3.18  

减：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手续费支出金额  0.01  

减：余额转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1  562.20  

募集资金 2018 年 12月 31日应结存余额 - 

募集资金 2018 年 12月 31日实际结存余额 - 

差异 - 

注 1：注：2018 年 5 月 22 日，经公司第四届第十二次董事会、第四届第九次监事会审议，公

司使用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560.85 万元（含剩余募集资金 551.50 万元，存款利息 9.35 万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已从该账户转出 560.85 万元人民币。2018 年 8 月建行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扣除手续费后余额 1.35万元永久转入流动资金。 

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0.82 亿元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23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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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78,978,102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3.70 元，共募集股款人民币

1,081,999,997.4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5,039,799.96 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066,960,197.44 元，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 月 27 日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国防大厦支行开立的 8110901013600668798 人民币账户；减除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2,016,615.10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64,943,582.34 元。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18]000185 号”

验资报告。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37,841,635.00 元，其中：公司

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217,767,200.00 元；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074,445.00 元；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银行理财产品 740,000,000.00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

金余额为人民币 11,555,269.52 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06,494.36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1,776.72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2,007.44 

减：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银行理财产品（-） 74,000.00 

加：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 2,522.67 

募集资金 2018 年 12月 31日应结存余额 1,232.87 

募集资金 2018 年 12月 31日实际结存余额 1,155.53 

差异             77.34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审批、专款专用，随时接受公司保荐机构的监督。在 2016 年 11 月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智建电子工程有限公

司 100%股权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唐家支行专

户；在 2018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0.82 亿元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为

募集资金开设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专户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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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与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市分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8 年 4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销户时间 

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唐家支行 44050164933500000124 193,999,986.09 - 2018/8/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  
399020100100292986  882,000,000.00  3,326,943.1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611360261  184,960,197.44  8,228,326.36  

合 计  1,260,960,183.53 11,555,269.52  

三、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

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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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5,787.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784.1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384.1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收购绘宇、智建配套募集资金 否 18,600.00 18,600.00  18,600.00 100.00 2016/11/9  7,204.41 是 否 

“珠海一号”遥感微纳卫星星座项

目 
否 88,200.00 88,200.00 33,784.16 33,784.16 38.30  注 1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26,800.00 126,800.00 33,784.16 52,384.16      

临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银行理

财产品 
否   74,000.00 74,000.00      

临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小计 -   74,000.00 74,0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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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经本公司 2016 年 12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6-077）：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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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17,767,200.00 元的专项说明，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大华核字[2018]003129 号《鉴证报告》。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2018 年 

5 月 25 日和 2018 年 6 月 30 日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共转出 217,767,200.00 元，用于置换先期投入项目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0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 4 月 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6,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收益性质的结构性存款，投资期限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总经理颜志宇先生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并由公司财务部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1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本公司 2018 年 5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6 年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绘宇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智建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募集资金按规定用途完成支付，

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唐家支行专户。公司将存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唐家支行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560.85 万元（含剩余募集资金 551.50 万元，存款利息 9.35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布局、营运资金需求，降低财

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及活期存款等方式存放于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公司 02 组业务卫星（4 颗高光谱卫星+1 颗视频卫星）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完成发射，由于高光谱卫星组网和处理目前在国内尚属首次，4 月至 12 月，公司主要完成了

02组卫星的在轨调试、辐射定标、高光谱影像数据的处理等攻关工作。12月 17日卫星数据才达到发布和使用状态，故本年尚未开始形成效益。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珠海一号”遥感微纳卫星星座项目中 03组业务卫星仍在建设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