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0-104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创新源”）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结合

目前项目实际情况，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时间

由 2020 年 10月 1日延期至 2021年 10月 1 日。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41 文《关于核准深圳科创

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22,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24 元，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291,28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计人

民币 29,128,000.00 元及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3,140,000.00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计人民币 249,012,000.00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全部

到位，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

验字【2017】48080009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根据《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

金（万元） 

1 
高性能特种橡胶密

封材料建设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杨

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25,700.70 20,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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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杨

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7,299.30 4,000.00 

合计     33,000.00 24,901.20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18 年 10 月 18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

告编号：2018-087）。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9年 6月 20日

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及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9,710.73 万元，累计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82.21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总余额为 15,772.68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截至 2020年 9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募集资金

余额 

投资进度

(%) 

1 
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

设项目扩产子项目 
8,662.00 689.97 689.97 - 100.00 

2 
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

设项目生产基地建设子项目 
12,239.20 30.00 30.00 - 100.00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00.00 4,000.00 736.81 3,303.48 18.42 

4 收购无锡昆成部分股权项目 - 8,253.95
1
 8,253.95 0 100.00 

5 
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

设项目生产基地建设子项目
- 124,69.20

2
 0.00 12,469.20 -- 

                                                      
1 调整后的“收购无锡昆成部分股权项目”投资总额为截止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支付无锡昆成

股权收购款项时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余额（含利息）。 
2 调整后的“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设项目生产基地建设子项目终止后未明确用途的剩余募

集资金”投资总额为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尚未明确用途的剩余募集资金专户内余额（含利息）。 



 

 

终止后未明确用途的剩余募

集资金 

合计 24,901.20 25,443.12 9,710.73 15,772.68 -- 

 

二、 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公司在不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

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部分募投项目进行

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0年 10月 1日 2021年 10月 1日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设立初期原计划新建研发办公生活区及扩大研发

规模，由于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工作报建规划阶段耗时较久，导致项

目建设初期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募集资金未投入使用。2018 年 9 月，为便于募

集资金的归集及财务处理，以及更好的满足客户的交付需求，公司将“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到租赁的深圳富川科技工业园实施，相关搬迁工作至

2019 年 4 月份完成。2019 年以来，随着高分子材料技术的发展变化和通信技术

的迭代，通信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等存在不确定性，这为公司的研发方

向和研发部署带来了一定的挑战。2020年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通信行业市场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公司对于研发设备的选择和采购更为

谨慎。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和

公司利益，经过谨慎研究，公司决定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时间由 2020

年 10月 1日延期至 2021年 10月 1日。 

 

四、论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超过最

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



 

 

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论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高

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公司成立以来，通信行业一直为公司重点布局

的行业，近年来通信行业的产品优化升级和技术迭代更新对公司产品的性能、使

用场景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建立研发中心，一方面可以利用研发中心的技术力量为公司提供关键的

生产技术和核心部件技术工艺的能力，将有市场潜力的技术开发成果以及研究项

目，经过研发中心的工程化研究，形成可批量生产的工程化技术，实现科技成果

转化。其次可以引进行业高端人才，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有利于保障产品的研

发水平及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客户对公司的信任和依赖，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竞

争力。 

综上所述，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公司研发中心的建设是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也是企业自我发展、提高竞争力的内在需求

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自成立以来，公司依靠自主研发、集成创新，目前已掌握相关产品的核心技

术，并已建立起开发设计、生产加工、试验检测等完整的技术体系。在传统通信

天馈系统用防水密封材料业务领域，公司核心产品高性能特种橡胶胶粘带及冷缩

套管产品的多数技术指标领先于同行，部分技术指标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雄厚的技术实力为研发中心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司秉持“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凭借突出的产品技术和客户服务，公司已与国内外知名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业务

合作关系。知名客户能够协助公司洞察下游产业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为研发中

心建设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司自 2011 年以来一直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形成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的研发战略，公司通过定期制定研发目标，持续优化研发计划的方式建立

了标准化的研发流程；另一方面，公司已建立了一支素质高、研发经验丰富的研

发团队，对行业的发展及技术动态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且公司研发队伍稳定，绝大部分研发人员在公司服务多年，成熟的研发创新机制

和专业的研发团队为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了人才保证。 

（三）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分析 

此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延后 1 年，项目短期内的收益主要是间接收

益，项目完成后，公司将具有行业内领先的产品研发及测试水平，为企业提供与

发展相适应的高效的技术创新平台，优化产品的生产工艺，创新产品技术，提高

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客户对公司的认同程度，有效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终上所述，公司认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

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

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

改变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

计划进行建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募投项目延期不影响项目的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延期。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前述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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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

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进行延期。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进行了审慎核查。光大证券认为：科创新源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独

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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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光大证券对科创新源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专项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