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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0]361Z0616 号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光电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乾照光电公司为申请定向增发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乾照光电公司申请定向增发股票所必备

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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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乾照

光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乾照光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乾照光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乾照

光电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以下无正文，为容诚专字[2020]361Z0616 号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0 年 11 月 18 日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4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5]1783 号”文《关于核准厦门乾照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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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88,200 股新股。根据发行

方案及询价结果，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14,553,311 股，每股

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6.94 元/股。截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股

东认缴股款人民币 77,115 万元（已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2,385 万元），经本公司扣

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38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6,735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致同验字（2015）

第 350ZA0103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 76,735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0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0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352000672018150093136 募集资金专户 0.00 

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

行营业部 
37510188000737663 募集资金专户 0.00 

合  计   0.00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资金余额均为 0.00

元，并且已全部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2015 年 11 月 26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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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555,724,390.99 元，置换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人民币 555,724,390.99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出具

了《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的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5）第 350ZA0259 号）。2015 年 11 月 26 日，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

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主要系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实现的效益未达到承诺的平均净利润所致，其原因主要是近两年蓝

绿芯片毛利率大幅下滑致使该项目净利润出现亏损，该项目 2018 年毛利率为

25.51%，2019 年毛利率为 5.65%，2020 年 1-9 月毛利率为 1.17%，分析其毛利率

大幅下滑原因主要是：（1）受行业周期及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芯片售价大幅下

降，中低端照明产品毛利率表现最为明显，售价下降幅度最大，致使该类产品毛

利率为负，其中 2019 年该项目蓝绿芯片年平均售价较 2018 年同比下降 28.99%，

2020 年 1-9 月该项目蓝绿芯片平均售价较 2019 年下降 2.34%；（2）受 2020 年贸

易战叠加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芯片厂销售量下降、开工不足，本公司管理层根据

市场行情对部分产品线实施减产方案，致使该项目 2020 年 1-9 月产能利用率整体

偏低，上述因素对本公司该项目的销售量、单片芯片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致使毛

利率下降，从而导致该项目 2017 至 2020 年 1-9 月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

计收益。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有

关内容逐项对照，未发现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8 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735.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76,735.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7 年：  1,971.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6 年： 18,610.71     

                    2015 年：   56,153.10      

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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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状态

日期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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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LED 蓝绿光外延芯

片产业化建设项目

（厦门） 

     76,735.00   76,735.00  76,735.00   76,735.00    76,735.00  76,735.00  - 2015 年 12 月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

位：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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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累计实现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 

LED 蓝绿光外

延芯片产业化建

设项目（厦门） 

87.16%   12,333.00     -3,931.46    -5,659.81   14,440.48   13,830.14   18,157.02  否（注 2）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LED 蓝绿光外延芯片产业

化建设项目（厦门）于 2015 年 12 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该产能利用率为 2016 年至 2020 年 9 月的实际产量合计数与期间设计产能合计数之比。 

注 2：LED 蓝绿光外延芯片产业化建设项目（厦门）承诺效益为项目投产后经营期内的平均净利润。本项目 2015 年度处于建设期，2016 年度及 2017 年

上半年为投产期但未达产，2017 年下半年项目进入达产期，2016 年至 2020 年 9 月该项目累计实现效益为 18,157.02 万元，未达到承诺的平均效益水平。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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