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公告编号：2020—028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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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2号）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生益科技”）于2017年11月24日公开发行了1,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
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00,000,000.00元，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与保荐费用
人民币24,200,000.00元（保荐费用和承销费用人民币22,830,188.68元，税款人民币
1,369,811.32元）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1,775,800,000.00元，上述
资金已由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于2017年11月30日汇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到位资金扣除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预付保荐费人民币1,000,000.00元（保荐费人
民币943,396.23元，税款人民币56,603.77元），再扣除债券登记费、律师、会计师、资信
评级、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3,489,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3,291,509.43元，税款人民币197,490.5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72,934,905.66元。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广
会验字[2017]G16041320195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金额
1,772,934,905.66
17,392,092.91
350,000,000.00

募投项目投入

1,171,324,197.63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69,002,800.94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171,324,197.63元（其中2019年度使用

金额为682,332,187.91元，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为488,992,009.72元），累计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净额17,392,092.91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户余额合计为269,002,800.9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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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7年4月21
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修订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17年12月19日，公司与东莞证券在东莞市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
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东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
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7年12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和《关于对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采用增资方式，将70,000万元募集资金划转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
项目“高导热与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用覆铜板产业化项目（二期）”项目实施主体陕西生益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生益”）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
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陕西生益与东莞证券于2018年1月15日与交通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内
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采用增资方式，将90,000万元募集资金划转至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实施主体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生益”）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开发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江西生益与东莞证券于2018年9月4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分行（以下简称
“建设银行九江分行”）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中，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
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职责。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万江支行

4405017761080000066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811480101250019824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39500010010058668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614899991010003056406

65,140,280.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开发区支行

36050164016409668899

72,706,215.50

合

128,574,986.27
2,544,648.76
36,670.35

计

269,002,800.94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171,324,197.63元，其中2019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682,332,187.91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费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经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
表同意意见，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审批时间

补流主体

补流金额

归还金额

归还截止日期

归还完成日期

2017.12.27

生益科技

30,000

30,000

2018.12.26

2018.12.10

2017.12.27

陕西生益

25,000

25,000

2018.12.26

2018.12.24

2018.03.01

生益科技

40,000

40,000

2019.02.28

2019.02.25

2018.04.18

陕西生益

20,000

20,000

2019.04.17

2019.04.01

2018.07.18

陕西生益

10,000

10,000

2019.07.17

2019.07.11

2018.12.13

生益科技

25,000

25,000

2019.12.12

2019.12.09

2019.03.25

生益科技

20,000

0

2020.03.24

-

2019.04.02

陕西生益

15,000

0

2020.04.01

-

185,000

150,000

合计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生益科技及陕西生益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3.5亿元，

均尚未到期。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
见，公司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
总会计师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根据前述审议情况，公司分别与建设银行东莞分行、中信银
行、兴业银行，陕西生益与交通银行，江西生益与建设银行九江分行签订了协定存款相关协
议。
公司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但未投资相
关产品，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存款利息是 17,129,854.43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7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陕西生益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为保证全资子公司陕西生益有充足资金顺利实施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投项目“高导热与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用覆铜板产业化项目（二期）”，保障募投项
目能按计划进度完成，尽快产生经济效益，同意公司向陕西生益增资7.00亿元人民币，将募
集资金划转至项目实施主体陕西生益，董事会将根据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施增资计划。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陕西生益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划转募集资金7.00亿元。
2018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
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为保证全资子公司江西生益顺利实施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保障募投项目能按计划进度完成，尽快产

生经济效益，同意公司向江西生益增资9.00亿元人民币，将募集资金划转至项目实施主体江
西生益，本次增资后江西生益的注册资本将由5.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14.00亿元人民币，公
司将根据该募投项目的进度实施增资计划。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江西生益募集资金
专户累计划转募集资金5.80 亿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与战略规划，为完善公司生产与市场布局，对
中部地区进行就近供应、就近服务并快速反应，增强公司的区域优势，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
地的配送距离和市场覆盖范围、政策、配套、用工成本与保障等因素，2018年5月11日，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
券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年产1,700万平方米覆铜板及2,200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
项目”变更为“年产3,000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
次募投项目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议案经2018年5月28日召开的生益转债2018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及2018年7月17日召开的生益科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请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生益科技董事会编制的《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生益科技2019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东莞证券认为：2019年度，生益科技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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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72,934,905.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00,0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0.7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2,332,187.9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1,324,197.63

截至期
已变更项
承诺投资项

目，含部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目

分变更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末投入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进度

金额(2)

额的差额(3)＝

（%）(4)

(2)-(1)

＝

（如有）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2)/(1)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项目可
是否达

行性是

到预计

否发生

效益

重大变
化

期

高导热与高
密度印制线
路板用覆铜

2020
无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228,743,631.45

487,589,320.31

-212,410,679.69

69.66

板产业化项

年2
季度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否

-

-

目（二期）
年产 1,700

变更为

万平方米覆

“年产

铜

及

3,000 万

2,200 万米

平方米覆

商品粘结片

铜板项

建设项目

目”

板

研发办公大
楼建设项目
合计

2020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368,115,480.39

509,123,958.14

-390,876,041.86

56.57

年3
季度

2021
无

172,934,905.66

172,934,905.66

172,934,905.66

85,473,076.07

174,610,919.18

1,676,013.52

100.97

年1
季度

-

1,772,934,905.66

1,772,934,905.66

1,772,934,905.66

682,332,187.91

1,171,324,197.63

-601,610,708.03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

1、高导热与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用覆铜板产业化项目（二期）：该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成，主要设备基本完成安
装调试，已正式生产，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导致项目延期，主要因素是：近年来政府加大了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扬尘治理，严格规定冬季供暖期禁止施工的要求，使得正常的可施工时间大幅减少；同时受相关因素影响，设
备安装单位和工程施工单位延期开工。鉴于以上原因，经陕西生益审慎研究，拟将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延期到 2020 年 2 季度。

2、年产 3,000 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目前建设年产 3000 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厂房基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主
要生产设备全部到货，除个别设备需完成最终调试外，其他设备基本完成安装，具备生产能力。配套的研发楼、
宿舍等设施尚未完成施工。
项目原计划于东莞松山湖实施，后转移到江西九江实施，项目转移实施地后，前期筹建的准备时间有所延长。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对覆铜板性能要求不断提高，推动相关设备持续升级。为了保持技
术、工艺的先进性，江西生益审慎合理规划，对项目工艺设备及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以及部分生产设备的
技术先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生益多次组织技术评估，以致部分设备选型、商务洽谈时间滞后。同时考虑
到大部分设备涉及进口，且均为精密设备，江西生益对安装过程严格要求，使得整体设备设施安装调试时间有
所延长。此外，受相关因素影响，江西生益进口设备调试计划再度被延长，一并被延长的还有配套设施的土建
工程等。综合上述因素影响，江西生益预计整个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将会由 2019 年 4 季度延长
至 2020 年 3 季度。
3、研发办公大楼建设项目：大楼地质复杂，对基础施工进度造成较大影响，导致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延期；同时
受装配场地限制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施工计划。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将会由 2020 年 1 季
度延长至 2021 年 1 季度，全面完成大楼的装饰装修施工及相关验收工作，投入使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

注：研发办公大楼建设项目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额超过 100%系因使用该募集资金专户孳生的利息所致。另外，研发办公大楼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金，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172,934,905.66 元已于 2019 年底投入完毕。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为“年

年产 1,700 万平

产 3,000 万平

方米覆铜板及

方米覆铜板

2,200 万 米 商 品

项目”

粘结片建设项目

合计

—

变更后项目拟投

截至期末计划累

入募集资金总额

计投资金额(1)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实际累计投入金

投资进度
（%）

额(2)

(3)=(2)/(1)

368,115,480.39

509,123,958.14

56.57

368,115,480.39

509,123,958.14

56.57

本年度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达到预

本年度

定可使用状

实现的

态日期

效益

2020 年
3 季度

—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

—

—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与战略规划，为完善公司生产与市场布局，对中部地区进行就近供应、就近服务并快速
反应，增强公司的区域优势，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地的配送距离和市场覆盖范围、政策、配套、用工成本与保障等因素，经公司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讨论后作出谨慎决定，对“年产 1,700 万平方米覆铜板及 2,200 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项目”进行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西九江，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且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募投项目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 2018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生益转债 2018 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18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生益科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2018
年 5 月 29 日及 2018 年 7 月 18 日进行披露。
目前建设年产 3000 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厂房基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主要生产设备全部到货，除个别设备需完成最终调试外，
其他设备基本完成安装，具备生产能力。配套的研发楼、宿舍等设施尚未完成施工。
项目原计划于东莞松山湖实施，后转移到江西九江实施，项目转移实施地后，前期筹建的准备时间有所延长。在项目开展过
程中，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对覆铜板性能要求不断提高，推动相关设备持续升级。为了保持技术、工艺的先进性，江西生益审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慎合理规划，对项目工艺设备及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以及部分生产设备的技术先进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生益多次组织技
术评估，以致部分设备选型、商务洽谈时间滞后。同时考虑到大部分设备涉及进口，且均为精密设备，江西生益对安装过程严格
要求，使得整体设备设施安装调试时间有所延长。此外，受相关因素影响，江西生益进口设备调试计划再度被延长，一并被延长
的还有配套设施的土建工程等。综合上述因素影响，江西生益预计整个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将会由 2019 年 4 季度
延长至 2020 年 3 季度。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