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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6       证券简称：南大光电        公告编号：2021-078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大光电”）于2021年8

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源气体”）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2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7月发行新股

15,290,59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40.09元，募集资金总额612,999,993.64元，扣除承销

费用、保荐费用以及其他上市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602,348,978.65元。募集资金于

2021年8月2日到位，并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环验字（2021）

1100020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1,3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以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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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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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光刻胶项目 66,000.00 15,000.00 

1.1 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41,000.00 
15,000.00 

1.2 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25,000.00 

2 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 30,000.00  3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6,300.00 16,300.00 

合计 112,300.00 61,300.00 

由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为保障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中实际投入募集资金进行调

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额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1 光刻胶项目 66,000.00 15,000.00 15,000.00 

1.1 
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

化 
41,000.00 

15,000.00 15,000.00 

1.2 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25,000.00 

2 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6,300.00 16,300.00  15,234.90 

合计 112,300.00 61,300.00  60,234.90 

根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少于项目投资总额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者银

行贷款等方式解决。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

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利

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本次借款情况 

上述募投项目中“扩建2,000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已由飞源气体先行开始

实施。考虑到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飞源气体资金使用需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飞源

气体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上述募投项目，保证项目的建设进度，使用募集资金提供的总借

款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上述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算，借款利率为7.2%，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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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年，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发生之日起计算。飞源气体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分期、

提前或到期一次性偿还公司借款。 

公司持有飞源气体57.97%的股份，为飞源气体的控股股东。2021年1月11日，公司

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飞源气体

15.58%股份的宋学章先生被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飞源气体变为公司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向飞源气体提供借款事项，构成《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飞源气体承诺对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上述担保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宋学章先生

及其配偶王艳秋女士同意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对剩余债务中的42.03%部分承担清偿责

任。 

宋学章先生系公司副总经理，其为飞源气体提供担保事项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四、本次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Q66TG0H 

3、注册资本：壹亿贰仟柒佰壹拾壹万零叁佰陆拾柒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0日 

6、法定代表人：陈锦军 

7、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高青化工产业园4号路5号 

8、营业期限：2019年07月10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氢氟酸（40%）生产、销售（有效期以安全生

产许可证为准）；六氟化钨、氟化氢钾、氟化钾、硫酸氢钾、硫酸镍、氟化氢（无水）

销售（不含储存，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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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7.9705 

2 宋学章 15.5770 

3 青岛飞源化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962 

4  淄博华商致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466 

5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7.0097 

合计 100.00 

1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712.22 69,321.60 

负债总额 31,465.4 37,590.11 

所有者权益 27,246.82 31,731.49 

资产负债率 53.59% 54.23% 

项目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1 月 1 日-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914.78 21,683.40 

利润总额 4,979.28 5,071.16 

净利润 4,391.77 4,484.67 

12、资信情况：飞源气体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与公司的关系：飞源气体系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 

五、关联人基本信息 

1、宋学章 

曾用名：无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70305*********18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世纪花园文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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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台湾工业园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无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宋学章先生自2021年1月11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王艳秋 

曾用名：无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70305*********4X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世纪花园文星园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台湾工业园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无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王艳秋女士系公司副总经理宋学章先生的配偶。 

六、本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飞源气体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目“扩建2,000吨/年三氟化

氮生产装置项目”的建设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升项目实施主体飞源气体的资金实力和经营实

力，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及行业竞争力，促进公司高

质量发展。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财务

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借款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提供借款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及飞源气体专门

开设募集资金账户，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

借款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飞源气体将严格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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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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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

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已向飞源气体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4,000万元。飞源气

体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公司副总经理宋学章先生及其配

偶王艳秋女士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对剩余债务中的42.03%部分承担清偿责任。 

九、相关审议程序及中介机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2021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飞源气体提供借款，

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由关联人进行保证担保，财务风险基本在可控范围内。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飞源气体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 

4、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飞源气体提供借款用于实施

募投项目，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由关联人进行保证担保，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相关审议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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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5、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飞

源气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募集资金的

使用方式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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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