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胜智能”或“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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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规定，对劲
胜智能全资孙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公司向夏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673 号）核准，通过向深圳市创世纪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纪”）原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取得创
世纪 100%股权。公司向 5 名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7,007,207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募集资金总额 1,499,999,975.37 元（单位：人民币，下同），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469,812,968.65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出具了众会字（2015）第
615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
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并根据经营需要、募投项目计划推进募投项目实施。
二、募投项目变更及实施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原计划由创世纪下属子公司（后确定实施主体为东莞市创群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创群”）实施的募投项目为“自动化无人生产车间
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32,000.00 万元，计划完成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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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为
加强募投项目管理、促使募投项目尽快产生效益，同意将原募投项目“自动化无
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东莞创群原有经营场所变更至其在东莞市东
城区牛山外经工业园的生产车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募集资金用
途等不变。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原“自动化无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996.38 万元，建成一条 Mini 型自动化钻攻示范线及一条自动化打磨线，
主要用于对外展示。随着外部市场环境和竞争情况的变化，鉴于公司消费电子精
密结构件业务已实施“研发-开发-外发”的生产经营模式，按照原募投项目方案
自行购买 CNC 设备的必要性不足；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的材质、工艺层出不
穷，原募投项目方案涉及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风险增大，同时因全面落实智
能制造战略、由传统制造业转型为服务性制造业的需要，公司将原募投项目“自
动化无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变更为“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
项目“自动化无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变更为“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使用
剩余募集资金实施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7 年 1 月 17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变更募投
项目的相关事项。
关于东莞创群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9）。
（二）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
公司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计划建设可实现替代人工上下料、替代人工收发
物料和成品、替代人工检测及一些组装工作等功能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应用行
业包括 3C 产品等各种制造企业，例如金属钻攻、注塑、压铸、粉末冶金、玻璃
盖板加工等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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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成后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用于出租，具体方式为：公司提供 CNC、自
动化生产设备及整体的组装建设、安装调试服务，客户自备生产场地、水、电、
气及生产耗材。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采取以租代售的方式租赁给客户，减轻用户的
设备采购压力，从而将更容易获得用户的认可及使用。当用户在使用一段时期（如
2 至 3 年）后，若客户对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带来的效率和品质提升有了深入了解
和体会，有意向购买整套设备甚至追加购买，公司将整套设备及生产线销售给客
户（具体销售价格视设备已使用年限，与客户具体协商），从而实现一定规模的
销售收入。
关于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披露
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2016 年 1 月，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东莞创群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和独立
财务顾问中泰证券就募集资金存储专项账户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长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东莞创群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并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目标和建设计划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根据客户具体需求进行相
应的设计、规划、软件及设备生产、安装、调试等，为客户提供智能自动化、信
息化相融合的生产线，达到了项目计划的建设效果。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东莞创群使用募集资金的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存储银行

账号

初始
金额①

累计已支付 利息收入
剩余
募集资金 扣减手续费
募集资金
金额② 等的净额③ ④=①-②+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696109986
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

16,000 16,332.94

379.15

46.2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395020100
司东莞长安支行
100132143

16,000

343.08

7,923.04

合计

8,420.04

32,000 24,752.98

3

722.23

7,969.25

万元

待支付工程
质量保证金
及分期款⑤

实际节余
募集资金
⑥=④-⑤

2,276.98 5,692.27

注：原“自动化无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已建成自动化钻攻示范线及自动化打磨线，
用于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的样品示范推广销售，因此东莞创群变更后的募投项目的计划投
资总额为 32,000.00 万元。

东莞创群建设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24,752.98 万元，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剩余募集资金 7,969.25 万元。东莞创群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因保
障工程建设质量的需要，根据交易协议的规定，保留部分工程质量保证金、待支
付分期款，将在工程建设完成后十二个月内逐步进行支付。由于存在约 2,276.98
万元待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及分期款，东莞创群建设募投项目实际节余资金为
5,692.27 万元，占东莞创群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32,000.00 万元的 17.79%，占智
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原计划投资额 29,610.00 万元的 19.22%，占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净额 146,981.30 万元的 3.87%。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东莞创群根据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实施募投项目建设，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1

项目

计划投资额

实际投资额

万元
投资比例

固定资产投资

25,900.00

22,239.62

85.87%

1.1

CNC、测头等智能装备

13,833.00

13,678.05

98.88%

1.2

工业机器人

1,500.00

959.60

63.97%

1.3

地轨（含 RGV 车）等

600.00

378.60

63.10%

1.4

自动化流水线（含感应定位装置）

5,319.00

3,538.15

66.52%

1.5

自动化刀具仓库

200.00

155.04

77.52%

1.6

视觉等检测设备

2,100.00

1,657.80

78.94%

1.7

其他辅助设备

1,048.00

934.80

89.20%

1.8

配套软件系统（SCADA、MES、APS 等）

1,300.00

937.58

72.12%

610.00

353.75

57.99%

3,100.00

3,007.51

97.02%

29,610.00

25,600.88

86.46%

2,624.56

1,429.08

54.45%

2

建设资金及其他设施

3

铺底流动资金

4

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5

原自动化无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总投资

注：上表实际投资额包含已签署协议的待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及分期款。

东莞创群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出现节余的原因是：
1、原“自动化无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终止后原计划总投入募集资金
2,624.56 万元，但由于原募投项目已不具备实施可行性、必要性，东莞创群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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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停止了原募投项目的继续投资，实际投资额为 1,429.08 万元，较原计划投资
额节余 1,195.48 万元，将剩余资金全部用于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原“自动化无
人生产车间建设项目”建成自动化钻攻示范线及自动化打磨线已用于智能自动化
生产线项目的样品示范推广销售。
2、智能自动化生产线目前主要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非标准化的智能自动
化生产线产品，由于客户对于智能自动化生产线使用功能要求的多样化、差异化，
在募投项目投资计划的范围内，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实际配置和供应情况较原计划
的标准配置有所调整，从而节余了部分募集资金。
3、东莞创群在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加强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
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费用支出。
4、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期间产生了约 722.23 万元的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的使用计划
公司全资孙公司东莞创群拟使用募投项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节余募
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约 5,692.27 万元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产生的利息收入永
久性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
行结息为准。
东莞创群募投项目待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及分期款 2,276.98 万元预计将于
2018 年 12 月前逐步支付完毕。公司将在待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及分期款支付完
毕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使用该部分募集资金存储期间利息收入等补充流动资金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东莞创群使
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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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2.27 万元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产生的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日常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为准。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全资孙公司东莞创群使用募投项目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收入约5,692.27万元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产生的利息收入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为准，该事项不
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能够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有利于满足其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财务费用、增强盈利
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东莞创群使用募投项目截至2017
年12月31日的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产生的利息收入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其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降低财
务费用、增强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东莞创群本次使用募投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
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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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劲胜智能全资孙公司东莞创群使用募投项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节余
资金及利息收入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产生的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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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中泰证券对劲胜智能全资孙公司东莞创群使用募投项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产生的利息
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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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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