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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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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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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 5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2016 年 6 月 6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 年 8 月 5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2016 年 8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决议及 2016 年 9 月 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848 号文《关于核准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彭澎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5,969,020

股新股。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5,969,02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为 16.46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1,250,083.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2,799,990.1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78,450,092.82 元。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

字[2016]第 116594 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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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绵阳市商业银行

城郊支行 
03001400000703 883,550,083.00 0.00 

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

销户 

注：该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1,250,083.00 元。扣除支付的承销费、财务顾问

费用 37,700,000.00 元，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883,550,083.00 元。扣除公司支付的其他

发行费用人民币 5,099,990.1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8,450,092.82 元。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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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发生变更。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以募集资金置换截止 2016 年 12 月 20 日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2,287.72 万元。 

1、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4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

锂产业化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共计 20,503,399.23 元继续用于子公司投

资锂电正极材料相关项目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然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已将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

金结余的募集资金 20,503,399.23 元用于子公司投资锂电正极材料相关项目及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存放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完成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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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1、因原主要客户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爆发债务危机，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升华科技”）从 2018 年初至今暂停向其供货。  

2、截止 2018 年末（承诺期最后一期），升华科技对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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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应收款项余额合计 120,751 万元，升华科技基于沃特玛实际经营情况和谨慎

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应对其累计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102,639 万元。  

3、为化解暂停向沃特玛供货的不利影响，公司积极开发新客户，但由于新开发客户

产品验证周期长，部分客户尚处于送样检测阶段，仅少部分客户实现了小批供货。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公司以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升华科技 100%股权。2016 年 12 月升华科技

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公司已合法持有升华科技 100%股权。 

 

(二) 购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8,726.42   41,181.29   42,407.51   86,430.30  

负债总额  51,065.81   49,829.93   46,091.23   137,554.64  

净资产  7,660.61   -8,648.64   -3,683.72   -51,124.35  

注：2021 年 3 月 31 日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三) 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升华科技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 1-3 月的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10,347.97

万元、1,998.43 万元、5,630.04 万元、4,525.25 万元；利润总额分别为-105,691.05 万

元、-13,069.38 万元、-4,964.92 万元、-1,094.3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8,054.04 万

元、-13,069.38 万元、-4,964.92 万元、-1,094.33 万元。 

注：2021 年 1-3 月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四)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 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彭澎、彭澍、刘智敏、升华投资等升华科技的原 4 名股东签订的

《关于湖南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彭澎、彭澍、刘

智敏、醴陵市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升华科技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2

亿元、2 亿元和 2.61 亿元，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6.13 亿

元。 

2、 相关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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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升华科技在利润承诺期限内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未能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甲方（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将在其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彭澎、彭澍、

刘智敏、醴陵市升华投资有限公司），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 90 日内以

下述方式补足上述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的差额： 

甲方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按照乙方各自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定向回购

乙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甲方股份并予以注销，乙方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按照

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当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应当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累积已补偿金额 

乙方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为： 

序号 补偿责任承担方 承担比例 

1  彭澎 50.00% 

2  彭澍 29.07% 

3  刘智敏 9.62% 

4  升华投资 11.31% 

合计 100% 

如乙方应补偿股份时实际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不足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的，

乙方应按照各自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偿，乙方应当支付

的现金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实际补偿股份数）×本次交

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如果升华科技在利润承诺期限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

6.13 亿元的，超出部分按一定比例（超出小于 8000 万的部分奖励 30%，超出

大于等于 8000 万的部分奖励 45%）由甲方作为奖励支付给乙方指定的管理团

队，但奖励总额不应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前述奖励金额为税前金额，

接受奖励的人员应自行按照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或者由支付

人依法代扣代缴。  

上述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1）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升华科技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数确定；  

 

（2）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乙方在本次交易中各自认购的甲方股份的总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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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

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如甲方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在计算“当期应当

补偿股份数量”时，应将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行权时乙方获得的股份数

包括在内。  

乙方保证目标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包括利润承诺期限）的财务数据、

凭证等财务资料以及向甲方提供的目标公司财务资料是真实、准确和有效的，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减值测试和补偿  

本协议约定的利润承诺期限届满后的 3 个月内，甲方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

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减值情况应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

认购股份的发行价格+补偿期内已经补偿的现金总额，则乙方应就前述差额部

分（以下简称“应补偿金额”）按照本协议约定对甲方进行补偿。  

前述资产减值差额应扣除在利润承诺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甲方将在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

知乙方。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 90 日内按照本款约定的方式对甲方进补

偿：  

甲方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乙方补偿责任承担比例 

定向回购乙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甲方股份并予以注销，乙方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乙方应补偿股份时实际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不足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的，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乙方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偿，乙

方应当支付的现金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当补偿股份数－实际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中

的股份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1）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乙方在本次交易中各自认购的甲方股份的总量。  

（2）如甲方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在计算“应当补偿



使用情况报告 第 6 页 

股份数量”时，应将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行权时乙方获得的股份数包括

在内 

 

4、 业绩完成情况 

升华科技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单位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差异额 完成率 

2016 年度 升华科技 15,200.00 15,775.40 575.40 103.79% 

2017 年度 升华科技 20,000.00 13,330.05 -6,669.95 66.65% 

2018 年度 升华科技 26,100.00 -106,216.35 -132,316.35  -406.96% 

累计数 升华科技 61,300.00 -77,110.90 -138,410.90 -125.79% 

注： 

（1）实现金额是指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完成率=实现金额/承诺金额*100% 

 

5、 业绩补偿情况 

（1）2018 年业绩补偿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以及 2018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升华科技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鉴于升华

科技未完成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根据公司与彭澎、彭澍、刘智敏、醴陵市

升华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

议》，公司按补偿义务人所应承担的比例，以 1 元回购未完成业绩承诺所对应

的应补偿股份合计 12,684,425 股。 

（2）2019 年业绩补偿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及其进行现金补

偿的议案》，鉴于升华科技未完成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6 年—2018 年

三年度累计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将按其转让升华科技所获得股份及现金对

价总额合计人民币 1,651,822,956.00 元对公司进行补偿。其中，股份补偿扣除

2017 年度已补偿股份后，公司将以 1 元的总价回购注销补偿义务人所持公司

股份 62,580,898 股；同时补偿义务人还将对公司补偿现金 412,955,73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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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

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批准报出。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7,845.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5,906.38（注 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各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016 年度：73,592.36 

2017 年度：12,314.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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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收购湖南升华 100%股 

权现金对价 

收购湖南升华 100%股 

权现金对价 
55,241.17 55,241.17 55,241.17 55,241.17 55,241.17 55,241.17 0.00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

锂产业化项目 

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

锂产业化项目 
32,603.83 32,603.83 30,665.21 32,603.83 32,603.83 30,665.21 1,938.62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87,845.00 87,845.00 85,906.38 87,845.00 87,845.00 85,906.38  1,938.62 （注 2）  

注 1：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与各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之和差额 0.01 万元，系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 

注 2：公司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已全部达到预计使用状态，并予以结项。项目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85,906.37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050.34 万元（包含累计

收到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11.72 万元），公司已将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结余的募集资金用于子公司投资锂电正极材料相关项目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3：公司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1,938.62 万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原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规定，募集资

金的使用本着节约、高效、合理的原则。1、在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中加强对项目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了项目整体投入金额。2、充分发挥公司现场管理优

势，合理配置资源，加大项目间通用设备的投资。3、推行精益生产不断优化工艺，提升设备、生产线的生产效率，达到了降本增效的目的。4、科学合理管理募集资金，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理财，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附表 2-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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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及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3 月   

1 

收购湖南升华

100%股权现金对

价 

不适用 

升华科技扣非后净利润： 

2016年：15,200.00 

2017年：20,000.00 

2018年：26,100.00 

-106,216.35  -10,276.74   -4,954.83   -1,582.87  -93,925.34 否 

2 

锂电池正极材料

磷酸铁锂产业化

项目 
不适用 

净利润： 

2016年 9-12月：2,187.01 

2017年：7,604.24 

2018年：14,735.33 

2019年：17,357.74 

2020年：16,464.92 

 -54,961.72   -9,844.19   -4,849.63   -87.07  -61,177.86 否 

注 1：2021 年 1-3 月实际效益数据未经审计。 

注 2：对照表中的实际效益计算口径与承诺效益一致。 

注 3：对照表中收购湖南升华 100%股权现金对价项目各项数据包含了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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