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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

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以下

简称“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 

 本次新投资项目名称：精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项目（以下简称“新投

资项目”） 

 募投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募投项目“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 

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 16,663.85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净额），公司拟

将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9,537 万元用于新投资项目“精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

项目”， 7,126.85 万元继续留存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尽快科学、审慎地选择新的

投资项目。如公司后续对该等募集资金的使用作出其他安排，将依法履行相应的

审议及披露程序。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风险：若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或市场应用推广速度

较慢，则公司可能面临市场需求增长、二号基地出租率及出租收益不能达到预期

的风险；二号基地迁入三号基地，存在一定搬迁损失或可能发生拆卸、交通运输

事故或相关损失。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光股份”）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终止募投项目“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精

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项目”。募投项目“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终止后，

剩余募集资金为 16,663.85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净额），公司拟将剩余

募集资金中的 9,537 万元用于新投资项目“精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项目”，

7,126.85 万元继续留存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尽快科学、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

如公司后续对该等募集资金的使用作出其他安排，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审议及披露

程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关于同意福建福

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66 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88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25.22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78,536,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 60,839,543.97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7,696,456.0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闽华兴所（2019）验字 G-00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

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具体情况

详见 2019 年 7 月 19 日及 2021 年 2 月 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

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 

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1 
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一期） 

福光股份、福建

福光天瞳光学有

限公司 

48,067.56 38,038.91 

2 
AI 光学感知器件研发

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福建福光天瞳光

学有限公司 
11,425.94 10,561.03 

3 
精密及超精密光学加工

实验中心建设项目 
福光股份 16,507.80 16,507.80 

4 
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

项目 

福建福光天瞳光

学有限公司 
626.90 626.90 

合计 76,628.20 65,734.64 

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1）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113.43 万

元。其中，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3,082.17 万元，AI 光学感

知器件研究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31.26 万元（详见公司 2019-002 号公告）。 

（2）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25,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福光天瞳进行增资，

福光天瞳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变更为 35,000 万元；使用不超过 13,038.91 万元

的募集资金向福光天瞳提供无息借款。本次增资及提供借款的募集资金将专项用

于“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详见公司

2019-003 号公告）。 

（3）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8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19-004 号公

告）。 

2、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2020 年 3 月 1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将超募资金用于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人民

币 3,265.06 万元的超募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项目（详见公司

2020-006 号公告）。 

3、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及《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1）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60 号变更为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

科技园（详见公司 2020-023 号公告）。 

（2）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AI 光学感知器件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建设

期延长至 2021 年 4 月（详见公司 2020-022 号公告）。 

4、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

不超过 69,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20-035 号公告）。 

5、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

延长建设期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1）同意增加福光股份作为募投项目“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一期）”的实施主体，对应新增的实施地点为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

道 158 号，并将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1 年 9 月（详见公司 2020-042 号公告）。 

（2）同意将募投项目“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1 年

4 月（详见公司 2020-042 号公告）。 

6、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

意公司“AI 光学感知器件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和“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福光股份变更为福光天瞳，并由福光股份向福光天瞳提供无息借款

的方式实施（详见公司 2020-049 号公告）。 

7、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

投项目“AI 光学感知器件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4 月；

将募投项目“精密及超精密加工实验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3 月

（详见公司 2021-021 号公告）。 

8、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棱镜冷加工产业化建设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公司 2021-026 号公告）。 



9、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8,000 万元的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21-056 号公

告）。 

10、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募投项目“AI 光学感知器件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进行变更（详见公

司 2021-059 号公告）。 

11、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

投项目“全光谱精密镜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9

月（详见公司 2021-067 号公告）。 

12、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22-005 号公告）。 

13、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精密及超精密光学加工实验中心建设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公司 2022-032 号

公告）。 

14、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AI 光学感知器件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公司 2022-042 号公

告）。 

15、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22-062 号公告）。 



二、本次终止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募投项目“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23,383.82 万元，已签订合同待支付尾款金额 272.09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16,663.85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净额），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注：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净额为累计收到的结构性存款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公 司 在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分 行 （ 账 号 ：

43010078801600001401），福建福光天瞳光学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福清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账号：79820188000084446）用于全光谱

项目（一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 本次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本次拟终止的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主要为终止安防、车载领域的镜头

组装设备投资，主要原因如下： 

（一）受安防及车载市场影响，公司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不如预期 

安防视频监控、车载成像等下游应用领域的数字化、高清化、网络化、智能

化仍然是长期发展趋势，高品质光学镜头作为安防摄像机、车载摄像机等产品的

核心部件，发展和市场容量同这些下游产品市场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但近年来，

受新冠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安防及车载市场的增速不及预期，且安防市

场对于光学镜头技术升级、迭代的需求放缓，高端镜头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长速

度不及预期。 

在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中，2022 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目标为 10 亿

元，同比增长 48.24%；2022 年 1-9 月实际营业收入为 5.27 亿元，同比增长 9.06%，

增速不如预期。 

（二）如按原募投项目规划投入镜头组装设备，有增加成本的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概算 

（A） 

募集资金累计

已投资金额

（B） 

资金来源 

待支付尾款金

额 

（C）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D=A-B-C） 

现金管理

收益及利

息净额

（E） 

募集资金

预计剩余

金额

（F=D+ 

E） 项目 投资金额 

土建工程 13,616.50 10,827.50 上市募集 20.94 2,768.06 

2,280.85 16,663.85 

机器设备 17,783.51 12,556.32 上市募集 251.15 4,976.04 

铺底流动

资金 
6,638.90 0 上市募集 0 6,638.90 

合计 38,038.91 23,383.82 —— 272.09 14,383.00 



光学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保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实现技术不断创

新是行业内企业竞争的焦点，光学技术升级节奏相对较快。安防领域虽近期进入

技术平台期，但长期技术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车载领域现已进入技术快速上升

期，产品的更新迭代节奏快。镜头组装设备主要为针对特定镜头型号的自动化生

产设备，定制化程度高，在产品量产初期投入方可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如

过早购买，则可能因产品型号更改造成设备闲置或需另行支付设备改造费用。 

（三）公司现有产能充裕，产能利用率未达饱和 

公司 2021 年非定制光学镜头年产能 3,130 万只，产量为 1,908 万只，产能利

用率为 60.96%。 

综合以上原因，公司计划调整经营及投资计划，暂停扩大现有产品产能的投

资，后续投资将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及未来技术、产品储备的研发为主。 

四、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募投项目“全光谱项目（一期）项目” 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 16,663.85 万元

（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净额），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9,537 万元用于新

投资项目“精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项目”， 7,126.85 万元继续留存于募集

资金专户（最终剩余金额以新投资项目实施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并尽快科

学、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如公司后续对该等募集资金的使用作出其他安排，

将依法履行相应的审议及披露程序。 

五、精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项目名称 

精密镜头产业化基地技改整合项目 

（二）实施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福光天瞳光学有限公司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新项目拟通过将公司二号基地（高新产业化基地）的设备、人员搬迁至三号

基地（核心器件研制基地），通过民品研发、生产的整合，提升研发、生产的效

率，减少人员、费用、能耗，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拟将空置的二号基地房产出

租，增加公司盈利。 

（四）投资概算 

新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9,537 万元，含装修工程 5,420 万元，周边设备（洁净

室设备等）4,117 万元，如下表： 

 装修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生产车间 1661 2,964 

办公区 2191 2,198 

预备费 —— 258 

装修工程合计 —— 5,420 

周边设备（洁

净室设备等） 
—— 4,117 

总计 9,537 

 

（五）项目建设工期 

新投资项目的建设工期为 6 个月。 

（六）预计经济效益 

经测算，新投资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22.00%，静态投资回收

期（所得税后）为 4.87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七）实施方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福光天瞳提供无息借款的方式实施。 

    六、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风险提示 

（一）可行性分析 

1、公司现有民品基地分散两处，三号基地房屋使用率低 

公司现有三个基地，其中：一号基地（科创孵化基地）位于福州市马尾区，

厂房为租赁，主要研发生产定制产品；二号基地位于福清市，厂房为自有，主要

研发生产民用镜头、光学元件；三号基地位于福清市，厂房为自有，主要研发生

产模具、民用镜头、结构件及光学元件，三号基地使用率为 38.18%。 

2、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降低运营成本 

新投资项目拟通过将公司二号基地的设备、人员搬迁至三号基地合并经营管

理，可统筹调配所有运营服务业务板块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整合公司内

部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管理成本，实现规模效益。一方面，整合后

可以减少行政人员以及巡检员、技术员、物流人员等生产线上间接人员数量，缩

减人工成本。另一方面，整合后可更充分利用三号基地的宿舍、食堂、实验室等

设施资源，减少宿舍租赁费、电费、燃气费等费用。因此，新投资项目实施有助

于进一步实现公司资源资产良性循环，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公司效益。 

3、新投资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整合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能

力 

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影响，光学镜头行业下游应用市场技术快速迭

代升级，光学镜头应用需求快速变化，场景不断延伸，需要光学镜头企业加快对



市场的响应速度。二号基地生产、研发资源迁入三号基地，有助于公司整合民品

的研发、生产能力，形成从光学元件、结构件到多品类光学镜头的强大供应能力，

有利于公司根据订单需求，合理分配研发技术资源、产线资源，快速调动光学元

件、结构件的配套生产，提高生产排程的灵活性，优化生产资源配置，提升对市

场需求的应变能力。 

（二）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若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或市场应用推广速度较慢，则公

司可能面临市场需求增长、二号基地出租率及出租收益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2、搬迁损失风险 

二号基地迁入三号基地，除主要设备搬迁再利用外，还有少量附着物、设备

等无法搬迁或再次利用，存在一定搬迁损失；相关生产线涉及专业化工设备拆卸、

组装、运输，可能发生拆卸组装、交通运输事故或相关损失。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事项是公司结

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该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

新投资项目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的事

项是公司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

理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

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认为：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用于新投资项目已经福光股份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出具了同意

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是福光股份结合当

前市场环境及福光股份整体经营发展布局等客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调整，不会

对福光股份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福

光股份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福光股份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

资项目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福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