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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7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2017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22号文《关于核准东旭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04,928,457股新股。截止 2016年8月11日止，本公司已实际发行股份

1,104,928,457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6.29元/股，共计6,949,999,994.53

元。上述款项扣除尚未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28,000,000.00元后已由广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11日缴存本公司开立的如下账号中：其中

3,500,000,000.00元划入本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开

立的账号为8110 7010 1360 0621 650的人民币账户内，3,421,999,994.53元划

入本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8110 7010 1200 

0621 649的人民币账户内，合计人民币6,921,999,994.53元。募集资金总额

6,949,999,994.53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含税) 人民币41,926,397.0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908,073,597.53  元（大写：人民币陆拾玖亿零捌

佰零柒万叁仟伍佰玖拾柒元伍角叁分）。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兴财光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与2016年8月12日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2016）第105007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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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70号文《关于核准东旭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86,943,620股新股。截至2015年11月13日止，本公司已实际发行股份

1,173,020,525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6.82元/股，共计7,999,999,980.50

元。上述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已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缴

存本公司在锦州银行北京阜成门支行开立的账号为410100195524906的验资专户

中，金额为7,964,499,980.5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不含税) 人民币

59,476,736.0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40,523,244.49元。上述资金

到位情况已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与2015年11

月26日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5）第05007号验资报告。 

3、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 ]1661号文《关于核准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成功向

包括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5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9.6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03,8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7,773.6万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496,106.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4月3日全部到位，并已经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3）第5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止2017年6月30日，本年度募集资金共使用13,166.97万元，全部用于募投

项目，累计募集资金共使用24,241.75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

币224,665.76万元（不含暂时性补充流动资产的300,000.00万元,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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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万元），其中含利息收入6,707.55万元。 

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止2017年6月30日，本年度募集资金共使用13,826.05万元，全部用于募投

项目，累计募集资金共使用525,123.10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

币277,989.55万元，其中含利息收入6,662.65万元。 

3、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止2017年6月30日，本年度募集资金共使用0.00万元，累计募集资金共使

用471,469.53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25,197.19万元，其中

含利息收入197.22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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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并严

格按制度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2016年8月24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2017年4月11日，公司在已有募集资金专户的基础上，以控股子公司福州东

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分行以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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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分别与锦州银行北京阜成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

支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子公司东旭（昆山）显示材料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金浦支行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6年4月1日公司经七届五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的监

管保荐机构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其他条

款内容不变。 

2017年4月11日，公司在已有募集资金专户的基础上，分别与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

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3、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与广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5年4月20日公司经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分行、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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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协议》。同意公司与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分行、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

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

的监管保荐机构由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其

他条款内容不变。 

2016年4月1日公司经七届五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的监

管保荐机构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其他条

款内容不变。 

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

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7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24,665.76万元（不含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产的300,000.00万元,理财产品150,000.00万元），其中含利息收入

6,707.55万元，明细如下：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7 年 06 月

30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8110701013600621650 3,500,000,000.00 518,436,276.30 

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8110701012000621649 3,421,999,994.53 95,626,576.09 

福州东旭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35101560030610700000   500,616,845.55 

福州东旭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 
8111301011400251935   352,888,503.41 

福州东旭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德外支行 
10255000000647086   379,917,1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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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旭福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福州福清支

行 
9550880201962801344   97,510,072.16 

福州东旭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清宏路支行 
406573363687   301,662,438.32 

合计   6,921,999,994.53 2,246,657,840.96 

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7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77,989.55万元，其中含利息收

入6,662.65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7 年 06 月

30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阜成门

支行 
410100195524906 7,964,499,980.50 2,340,547,622.76 

东旭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801010010122814220   402,268,419.61 

东旭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8110701013200212881   108,839.82 

东旭（昆山）显示

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金浦支行 
459867844796   36,970,586.17 

合   计   7,964,499,980.50 2,779,895,468.36 

3、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17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5,197.19万元，其中含利息收

入197.22万元。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7年 06月 30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桥西分行 
0402020129300366037 4,970,800,000.00 251,850,560.52 

芜湖东旭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 
34101560025630530000  121,350.45 

合   计  4,970,800,000.00 251,971,910.9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度募集资金共使用13,166.97万元，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累计募集资金

共使用24,241.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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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说明附件1。 

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度募集资金共使用13,826.05万元，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累计募集资金

共使用525,123.1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说明附件2。 

3、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度募集资金共使用0.00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71,469.53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说明附件3。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或置换情况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7年1月25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11,074.7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并已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处（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专审字（2017）

第105001号验证。 

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十次会议，根据公司《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为“建设第8.5代TFT-LCD玻

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州东旭”）。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拟增加

福州东旭控股子公司福州旭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旭福”）。每

条TFT-LCD玻璃基板生产线分别由1条前工序生产线及1条后加工生产线组成，福

州旭福承接募投项目3条8.5代线后加工生产线中的2条后加工生产线的投资及建

设工作，涉及金额共计82,306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11.83%。上述募投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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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发生改变。该议案已于2017年3月31

日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本年度无置换情况。 

3、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本年度无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集中存储管理。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按照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及三方监管协议中相关条款规定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

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1、2016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1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3、201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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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3,166.9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4,241.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已
变
更
项
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第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 
否 695,000.00 695,000.00 13,166.97 24,241.75 3.49%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95,000.00 695,000.00 13,166.97 24,241.75           

超募资资金投向   

  不适用 

募资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695,000.00 695,000.00 13,166.97 24,241.7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7年 3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十次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建设第 8.5
代 TFT-LCD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除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外，增加福州东旭控股子公司福州
旭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新的实施主体。每条 TFT-LCD玻璃基板生产线分别由 1条前工序生产线及 1条后加工生产线组成，福
州旭福承接募投项目中的 2条 8.5代线后加工生产线的投资及建设工作，涉及金额共计 82,306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11.83%。
除新增实施主体外，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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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17 年 1 月 25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11,074.78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并已经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处（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专审字（2017）第 105001 号验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16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从“第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
695,000.00 万元中，使用 300,000.00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43.17%）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投资情况 

公司 2016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从“第 8.5 代 TFT-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 695,000.00 万元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
金投资于流动性好、低风险、固定收益、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不适用 

 

附件 2 
  

201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00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13,826.0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525,123.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已变更
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扣除
分经常
性损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第 5 代 TFT-LCD 用彩色滤光片（CF）生产
线项目 

否 300,000.00 300,000.00 13,826.05 28,586.08 9.53% 
2018 年 3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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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旭飞光电 100%股权 否 177,000.00 177,000.00 0 177,000.00 100.00% 2015 年底 4,851.95 是 否 

收购旭新光电 100%股权 否 198,000.00 198,000.00 0 198,000.00 100.00% 2015 年底 2,169.37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5,000.00 125,000.00 0 121,537.00 97.2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00,000.00 800,000.00 13,826.05 525,123.10           

超募资资金投向   

  不适用 

募资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800,000.00 800,000.00 13,826.05 525,123.1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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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3,880.00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471,469.5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已
变
更
项
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资 进
度（%）
（ 3 ） =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芜湖光电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 否 496,106.40 496,106.40  0 471,469.53 95.03%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397.30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96,106.40 496,106.40  0 471,469.53 95.03%   1,397.30     

超募资资金投向   

  不适用 

募资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496,106.40 496,106.40 - 471,469.5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2013年募投项目为芜湖光电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采取分期建设、分期投产、
分期实现效益的模式开展项目建设，截止 2017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未全部投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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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