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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金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3[338]号）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江苏金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6 月 8 日更名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广州市成禧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禧公司”）及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冠
实业”）发行股份购买其合并持有的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
化工”）100%股权，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0,000,000 股新股募集该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截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
资产———乌海化工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本
公司向 6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到位。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73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1,752,305 股新股募集资金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向 3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7]91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18,980,450 股新股募集资金用
于土壤修复项目、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设及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本公司向 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0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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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将本公司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三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1、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 成禧公司、 皇冠实业于 2012 年 4 月 7 日签订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
业合计持有的乌海化工 100%股权（标的资产）。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该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2 年 4 月 20 日），每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为 7.60 元 / 股。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该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取整数，精确到个
位）= 标的资产的价格 / 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的价格即为具有相关证券从业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即 2012 年 2 月
29 日）的评估值。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出
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2]528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即
2012 年 2 月 29 日）的评估值为 251,027.32 万元。 由于“中联评报字[2012]第 528 号”
《资产评估报告》到期，公司聘请中联评估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
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3]第 97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该
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截止
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262,828.72 万元。 标的资产的评
估价值较前次评估增值 11,081.40 万元，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该次交易价格仍为
251,027.32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字 2013[338]号”文核准，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份发行数为 330,299,105 股。

截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过户及工商变更手
续已完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信验字[2013]23-00006 号《验
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止，与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股
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该次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股本）330,299,105.00 元。

2、2013 年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公司向 6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9,855,453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61 元，募集资金总额 835,999,997.33 元，扣除
承销费、 审计费、 律师费、 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11,811,855.45 元（其中承销费
7,000,000.00 元直接扣除， 其余发行费用 4,811,855.45 元在募集资金到公司专户后
逐项支付）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24,188,141.88 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3）第 23-00010 号”的验资报告。

3、2015 年募集资金的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截至 2015 年 6 月 29 日， 公司向 3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1,752,305 股，发行价格为 7.39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73,649,533.95 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 13,061,752.31 元（其中：承销费 9,000,000.00 元直接扣除，其余发行
费用 4,061,752.31 元在募集资金到公司专户后逐项支付）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960,587,781.64 元，其中 800,000,000.00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160,587,781.64 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了“大信验字[2015]第 23-00009 号”的验资报告。

4、2017 年募集资金的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截至 2017 年 8 月 9 日， 公司向 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64,013,697 股，发行价格 7.41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215,341,494.77 元，其
中：61,752.80 万元用于土壤修复项目、23,781.35 万元用于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
项目建设、36,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扣除各项已经支付及将要支付的发行
费用 33,944,013.7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1,397,481.07 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7]第
23-00009 号”的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2004 年 9 月 18 日，经公司 200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
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此后，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修订；为进一步规范本公司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2013 年 6 月 5 日，经
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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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再次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
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遵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3 年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在中国银行扬州东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扬州东区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扬州邗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扬州邗江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该
次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分别与中行扬州东区支行、 建行扬州邗江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2）2015 年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广州越秀支

行”）下属网点广州高教大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乌海分行巴彦乌素大街支行(以下
简称“建行巴彦乌素大街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该次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分别与建行广州越秀支行、建行巴彦乌素大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3）2017 年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荔湾支行下属网点芳村支行、公司全资

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环保”，为土壤修复项目实施主体）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中科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装备”，为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实施主体）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分别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 仅用于该次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上
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
得到了切实履行。

2018 年 6 月，鉴于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第
一创业证券”）签署《可转换公司债券保荐协议》，聘请第一创业证券担任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之相关规定， 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第一创
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西部环保 / 中科装备、保荐机构第一
创业证券分别与上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
等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
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前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1、2013 年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发行申请

文件的规定， 公司 2013 年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按计划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11 月 14
日办理完成中行扬州东区支行专户、建行扬州邗江支行专户的销户手续。

2、2015 年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发行申请文件的规定，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 8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按计划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23 日办理完成建行广州越秀支行专户、建行巴彦乌素大街支行的销
户手续。

3、2017 年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2,237.23 万元，均为活期

存款账户余额，明细如下：

账户名
称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性质 初始存放金额（元） 期末余额（元）

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芳村支行

023317260000
01008

募集资金专
户 1,187,341,494.77 153,713,309.79

西部
环保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越秀支行

440501400101
00000685

募集资金专
户 100,000,000.00（注） 93,256,642.19

中科
装备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海

分行

150501726644
00000077

募集资金专
户 237,979,882.51（注） 75,402,360.27

合计 ——— 322,372,312.25

注:� 募集资金初始金额 1,187,341,494.77 元先存入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芳
村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后期分别拨入项目具体实施主体西部环保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 100,000,000.00 元、中科装备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237,979,882.51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际投资情况
前次发行股份购买乌海化工 100%股权的实际投资情况详见附件一（1）。
（二）2013 年募集配套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发行申请

文件的规定，公司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600.00

减：直接扣除的承销费 700.00

募集资金实际转入专户金额（注 1） 82,900.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减：1、补充流动资金 82,418.81

减：2、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注 2） 404.99

加：专户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8.32

减：节余资金一次性补充流动资金（注 3） 84.52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0.00

注 1： 实际转入公司专户的募集资金 82,900.00 万元包含应支付的其他各项发
行费用 481.19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2,418.81 万元。

注 2：支付的其他费用包括：股份登记费 10.99 万元、验资费 5.00 万元、律师费
77.00 万元、信息披露费 312.00 万元。

注 3：鉴于该次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将专户节余资
金 84.52 万元（主要因节余发行费用及专户利息收入产生）一次性转出补充流动资
金，并办理了专户销户。

（三）2015 年募集资金的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发行申请文件的规定，公司该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364.95

减：直接扣除的承销费 900.00

募集资金实际转入专户金额（注 1） 96,464.9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减：1、偿还银行贷款 80,000.00

减：2、补充流动资金（注 2） 16,071.02

减：3、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注 3） 380.23

加：专户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42.00

减：节余资金一次性补充流动资金（注 4） 55.7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0.00

注 1： 实际转入公司专户的募集资金 96,464.95 万元包含应支付的其他各项发
行费用 406.18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6,058.78 万元。

注 2： 累计补充流动资金 16,071.02 万元， 其中：16,058.78 万元为募集资金，
12.25 万元为专户资金利息收入。（因四舍五入原因，尾数合计数有所差异）

注 3：支付的其他费用包括：股份登记费 13.18 万元、保荐费 200.00 万元、验资
费 8.00 万元、律师费 95.00 万元、信息披露费 64.05 万元。

注 4：鉴于该次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将专户节余资
金 55.70 万元（主要因节余发行费用及专户利息收入产生）一次性转出补充流动资
金，并办理了专户销户手续。

（四）2017 年募集资金的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发行申请文件的规定，公司该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土壤修复项目和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设、 偿还银行
贷款。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1,534.15

减：直接扣除的保荐承销费余款 2,800.00

募集资金实际转入专户金额（注 1） 118,734.1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减：1、土壤修复项目建设(注 2) 6,210.34

减：2、 PVC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设（注 3） 3,104.26

减：3、偿还银行贷款 36,000.00

减：4、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注 4） 441.80

加：专户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259.48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73,237.23

减：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注 5） 41,00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期末余额 32,237.23

注 1：实际转入公司专户的募集资金 118,734.15 万元包含公司已经预付及应付
的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594.4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139.75 万元。

注 2：为置换先期投入土壤修复项目自筹资金 5,514.34 万元及支付土地流转费
536.00 万元、土壤改良服务站建设费用 160 万元。

注 3：为置换先期投入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自筹资金 138.21 万元、先后
分别支付该项目设备款 291.21 万元和 677.98 万元、支付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
目款 1,815.60 万元及支付采购生态屋用聚氯乙烯款 181.26 万元。

注 4：支付的其他费用为：股份登记费 16.40 万元，信息披露费 5.40 万元，律师
费尾款 120.00 万元，置换先期非公开发行律师费 100.00 万元、保荐费 200.00 万元。

注 5： 2018 年 5 月 1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批准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1,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自该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关于

加大土壤调理剂推广并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为加大土壤调理剂推广力
度，拟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土壤修复项目的具体投资构成进行调整，调增营
销网点建设投入 8,015.40 万元，相应调减土地流转及土壤修复投入 8,015.40 万元。
该次仅涉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2018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结合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经综合考虑，拟对部分项目投资构成、实施
地点、建成时间进行调整。 其中，拟调整土壤修复项目投资构成，调减土地流转及土
壤修复投入 18,148.76 万元，增加土壤调理剂生产线建设 17,049.56 万元，调增土壤
研究院建设 1,099.20 万元；同时，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的 2020
年 8 月底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底。 考虑到建设地点周边情况，为保证后续产能扩展
的空间以及更好的进行协同管理， 拟调整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的部分具体
实施地块，变更前后的项目实施地点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化工业园内；同
时， 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的 2018 年 8 月底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底。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本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15 年度募集资金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因此，上次两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的情况。

2、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截止 2017 年 8 月 9 日（2017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日），公司该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为 56,525,533.70 元，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1）“土壤修复项目”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共计 55,143,446.40

元，具体投入情况如下：①支付的土地流转费及保证金：43,415,780.00 元；②支付的
水利工程款 ：5,000,000.00 元 ； ③支付的土壤修复相关设备款及研发费用 ：
6,727,666.40 元。

（2）“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共计
1,382,087.30 元，主要为购买的设备、材料及支付的前期费用。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6,525,533.70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56,525,533.70
元。此外，公司先期以自有资金支付该次非公发保荐费、律师费共计 300.00 万元，也
应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2018 年度，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预先支付的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共计 59,525,533.70 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本公司 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本公司 2013 年募集配套资金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求补充流动资金，2015 年募

集资金根据银行贷款到期情况及生产经营情况分别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均已按照承诺用途使用完毕。 详见附件一（2）、附件一（3）。

本公司 2017 年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土壤修复项目和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
目建设、偿还银行贷款，目前正在按计划使用中。 详见附件一（4）。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七、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1、2013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83,523.80 万元，其中：补充流

动资金 82,418.81 万元，支付承销费 700.00 万元，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404.99 万元；前
次募集资金结余 76.20 万元，加上募集资金累计存放利息收入（扣除相关银行手续
费支出）8.32 万元，合计余额为 84.52 万元。 鉴于该次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将专户节余资金 84.52 万元一次性转出补充流动资金，并办理
了专户销户手续。

2、2015 年募集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97,351.25 万元，其中，偿还银

行贷款 80,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16,071.02 万元（含使用利息收入补充流动资
金 12.25 万元），支付承销费用 900.00 万元，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380.23 万元；前次募
集资金结余 13.70 万元，加上募集资金累计存放利息收入（扣除相关银行手续费支
出）42.00 万元，合计余额为 55.70 万元。鉴于该次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将专户节余资金 55.70 万元一次性转出补充流动资金，并办理了专
户销户手续。

3、2017 年募集资金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48,556.40 万元，其中，投入土

壤修复项目建设 6,210.34 万元， 投入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设 3,104.26 万

元，偿还银行贷款 36,000.00 万元，支付保荐承销费 2,800.00 万元，支付其他发行费
用 441.80 万元；该次募集资金结余 72,977.75 万元，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60.05%，
加上募集资金累计存放利息收入（扣除相关银行手续费支出）259.48 万元，合计余
额为 73,237.23 万元； 扣除已经董事会批准的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41,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实际期末余额为 32,237.23 万元。

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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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3 年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提升了公司的资金实力，缓解

了公司现有业务和在建重要项目建成后的流动资金需求压力， 优化了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减少了财务费用，从而促进公司
主营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整合绩效，增强公司竞争力，
其效益在公司整体的利润中体现，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2015 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5 年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优化了公司资产

结构，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减少了财务费用，降低了财务风险，从而促进了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增强了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该次募集资金效益在公司整体
的利润中体现，无法单独核算。

（四）2017 年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7 年募集资金用于土壤修复项目和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建

设、偿还银行贷款，其中：
土壤修复项目及 PVC 生态屋及环保材料项目正在建设，尚未产生预计效益。
偿还银行贷款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减少了财务费用，从而促进了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增强了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其效益在公司整体的利润中体现，无法单
独核算。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
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
上的情况。

九、认购股份资产（乌海化工）的运行情况说明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
2013 年 4 月 26 日， 乌海化工在乌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工商变更登记。 变更后， 鸿达兴业集团、 成禧公司、 皇冠实业合计持有乌海化工
100%的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本公司持有乌海化工 100%的股权。

2013 年 4 月 26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前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3]第 23-00006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
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各方已办理完毕与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相关的股权过户手续，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股本）330,299,105.00 元，发行后公司
注册资本总额（股本总额）变更为人民币 497,193,105.00 元。

2、乌海化工合并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元

乌海化工账面价
值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

资产总额 11,302,935,748.00 9,344,266,367.62 6,679,506,880.50 3,569,285,793.08

负债总额 9,912,870,618.17 7,749,329,700.35 5,065,486,713.19 2,282,418,814.68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 1,350,710,197.43 1,592,051,559.96 1,614,020,167.31 1,286,866,978.40

注：2012-2015 年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乌海化工生产经营情况
本期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持有乌海化工 100%的股权。乌海化工成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后增强了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和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目前，乌
海化工生产经营稳定。 乌海化工合并报表效益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3,418,954,545.84 2,976,603,672.08 2,237,750,852.29 1,759,045,611.72

营业利润 632,194,082.67 460,018,615.94 371,370,573.38 170,672,958.92

利润总额 631,736,133.91 476,915,288.93 392,825,003.33 202,840,324.75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503,300,186.31 395,031,392.65 328,326,180.30 167,636,992.86

注：2012-2015 年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乌海化工效益贡献情况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本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9,563.22 万元、34,705.31 万元、51,908.51 万元，其中乌海化工实现的 2013 年、2014、
2015 年归属于本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32,832.62 万元、39,503.14 万元、50,330.02 万
元。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优质资产，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保障。

5、乌海化工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1）2013 年度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4]第 23-00042

号《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审核报告》，乌海化工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承诺利润数，完成盈利承诺，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盈利预测数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盈利实现程度

乌海化工 201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9,517.53 31,011.52 1,493.99 105.06%

（2）2014 年度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5]第 23-00012

号《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专项说明》，乌海化工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利润数，未完成盈利承诺，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盈利预测数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盈利实现程度

乌海化工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和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2,381.42 36,280.77 -6,100.65 85.61%

（3）2015 年度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6]第 23-00027

号《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专项说明》，乌海化工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利润数，未完成盈利承诺，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盈利预测数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盈利实现程度

乌海化工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和会计估计变更及相关资金利息
影响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9,326.41 45,871.49 -3,454.92 93.00%

6、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完成了乌海
化工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 330,299,105 股 A 股股份
已分别登记至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名下。

（2）《盈利补偿协议》、盈利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中

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2]第 528 号”《资产评估报告》，认购人对于乌海化工
在 2013-2015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承诺数分别为
29,517.53 万元、42,381.42 万元和 49,326.41 万元。 若乌海化工在 2013-2015 年三个
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乌海化工净利润承诺数，则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
司及皇冠实业就未达到净利润承诺数的部分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对本公司
进行补偿。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4]第 23-00042
号《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审核报告》，乌海化工 2013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1,011.52 万元，交易
对方鸿达兴业集团、 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承诺的乌海化工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已实现，2013 年度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
及皇冠实业无须进行利润补偿。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5]第 23-00012
号《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
项说明》，乌海化工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503.14 万元，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 1,436.17 万元和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1,786.20 万元后的净利润
为 36,280.77 万元，较 2014 年度盈利预测数 42,381.42 万元低 6,100.65 万元，盈利预
测承诺完成率为 85.61%。因此，乌海化工 2014 年未实现盈利预测。 2015 年 9 月公司
共计回购了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持有的公司 17,572,280 股
股份并予以了注销，交易对方履行了其作出的补偿承诺。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6]第 23-00027
号《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
项说明》，乌海化工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0,330.02 万元，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 -12.21 万元和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2,583.86 万元及承诺扣除的
本期使用母公司非公发资金的相应利息影响金额 1,886.88 万元后的净利润为
45,871.49 万元，较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数 49,326.41 万元低 3,454.92 万元，盈利预测
承诺完成率为 93.00%。因此，乌海化工 2015 年未实现盈利预测。 2016 年 7 月公司共
计回购了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持有的公司 13,178,924 股股
份并予以了注销，交易对方履行了其作出的补偿承诺。

（3）锁定期承诺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承诺所

其认购公司该次发行的股票， 自该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公司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其认购的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上述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已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解除限售，成禧公司、皇
冠实业该次认购的公司股份已于 2016 年 6 月 7 日解除限售， 鸿达兴业集团该次认
购的公司股份已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解除限售，承诺人履行了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
诺情况。

（4）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 年 3 月 23 日，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江

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2012 年 10 月 29 日， 控股股东鸿达
兴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周奕丰已分别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进一步承诺。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5）关于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和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

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及皇
冠实业分别出具了《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截至本报告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6）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作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鸿达兴业集

团、成禧公司、皇冠实业分别出具了《关于本次重组后保持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将保证今后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
等方面的独立。

截至本报告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7）与该次重组相关的其他承诺
作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鸿达兴业集团、成禧公司、皇冠实

业分别承诺协助乌海化工及其全资子公司完成相关建筑物的产权手续， 承诺承担
乌海化工及其子公司可能发生的需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相关责任。

截至本报告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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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度报

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 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
的相关内容一致。

附件一（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附件一（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 年募集资金）
附件一（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募集资金）
附件一（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募集资金）
附件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募集配套资金）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9 日
附件一（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金额）： 251,027.3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251,027.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251,027.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其中：2013年： 251,027.32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目
完工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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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海化
工
100%股
权

乌 海 化
工 100%
股权

251,027.
32

251,027.3
2

251,027.
32

251,027.
32

251,027.
32

251,027.
32

0.00 2013年 4
月 26日

合
计 251,027.

32
251,027.3

2
251,027.

32
251,027.

32
251,027.

32
251,027.

32
0.00

附件一（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 年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净额）： 82,418.8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82,418.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82,418.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0.00%

其中：

2013年： 82,133.00

2014年： 285.81

2015年：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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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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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流
动资金

补充流
动资金 82,418.8

1 82,418.81 82,418.8
1

82,418.8
1

82,418.8
1

82,418.8
1

0.00 不适用

合
计 82,418.8

1 82,418.81 82,418.8
1

82,418.8
1

82,418.8
1

82,418.8
1

0.00

附件一（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净额）： 96,058.7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96,058.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96,058.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其中：2015年： 96,0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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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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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银
行贷款

偿还银
行贷款

80,000.0
0

80,000.0
0

80,000.0
0

80,000.0
0

80,000.0
0

80,000.0
0 0.00 不适用

2 补充流
动资金

补充流
动资金

16,058.7
8

16,058.7
8

16,058.7
8

16,058.7
8

16,058.7
8

16,058.7
8 0.00 不适用

合
计

96,058.7
8

96,058.7
8

96,058.7
8

96,058.7
8

96,058.7
8

96,058.7
8 0.00

附件一（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1,534.1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45,314.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26,164.1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45,314.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21.53%

其中：

2017年： 36,000.00

2018年： 9,3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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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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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修
复项目

土壤修
复项目

61,752.8
0

61,752.8
0 6,210.34 61,752.8

0
61,752.8

0 6,210.34 -55,
542.46 建设期

2

PVC生
态屋及
环保材
料项目

PVC生
态屋及
环保材
料项目

23,781.3
5

23,781.3
5 3,104.26 23,781.3

5
23,781.3

5 3,104.26 -20,
677.09 建设期

3 偿还银
行贷款

偿还银
行贷款

36,000.0
0

36,000.0
0

36,000.0
0

36,000.0
0

36,000.0
0

36,000.0
0 0.00 ———

合
计

121,534.
15

121,534.
15

45,314.6
0

121,534.
15

121,534.
15

45,314.6
0

-76,
219.55

附件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3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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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序

号 项目名称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3
年度实
际效益

2014年
度实际
效益[注

1]

2015年
度实际
效益[注

2]

1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 29,517.

53
42,381.
42

49,326.
41

31,011.
52

36,280.7
7

45,871.4
9

113,16
3.78 否

2 补充流动资金 ——— ——— ——— ——— ——— ——— ——— ——— ———

注 1：乌海化工 2014 年未实现盈利预测。 2015 年 9 月公司共计回购了交易对方
鸿达兴业集团、 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持有的公司 17,572,280 股股份并予以了注销，
交易对方履行了其作出的业绩承诺。

注 2：乌海化工 2015 年未实现盈利预测。 2016 年 7 月公司共计回购了交易对方
鸿达兴业集团、 成禧公司及皇冠实业持有的公司 13,178,924 股股份并予以了注销，
交易对方履行了其作出的业绩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