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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电”或“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3.6 亿元（超募资金 0.77 亿元、自有资金 2.83 亿元）投建涂装、
钣金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司涂装、
钣金产能及加工质量，满足市场对公司创新产品的高标准、大体量需求，增强公司在识别
技术领域的创新力、竞争力与影响力。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合肥美亚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821 号）核准，采用网下
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 元/股。截止 2012 年
7 月 25 日，本公司已收到募集资金 85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805,838,772.7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大华验
字【2012】21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4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8,000 万元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授权期限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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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9,000 万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授权期
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3）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增资参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对
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参与其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项目。增资
完成后，公司持有中粮工科 4.88%股权，中粮工科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4）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涂装车间项目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为进一
步改善和提高产品的涂装质量和工艺水平，提升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公司决定使
用超募资金 2470 万元投资建设涂装车间项目。
（5）2016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5,000 万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授权期
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6）2017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3 亿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以及
4.5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合计不超过 17.5 亿元）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授权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
实施相关事宜。该议案已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7）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投建新产能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25 亿元投资建设新产能
项目。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74,500,426.57 元，剩余可使用超
募资金及利息总额为 302,514,590.03 元，剔除已审议项目待投金额后剩余可使用超募资
金及利息总额为 77,315,016.60 元。

二、 投资项目概述
1、为有效提升公司在涂装、钣金机加工方面的产能与加工质量，增强公司在识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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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的创新力、竞争力与影响力，公司拟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本项目位于学
田路和宁西路交口西北角，占地面积 67.5 亩，预计投资 3.6 亿元，建设包括厂房（38,500
平方米）、配套设施（3,350 平方米）等项目内容。达产后，公司涂装产能将新增 1 万台
套/年、钣金机加工产能将新增 2 万台套/年，预计新增产值约 4 亿元人民币，新增税收
3,500 万元，带动新增就业约 300 人。
2、2018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办理相关事项。
3、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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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公司拟投建涂装、钣金生产用地 67.5 亩，规划建筑总面积约 41,850 平方米，包
括厂房（38,500 平方米）、配套设施（3,350 平方米）。建成后将新增涂装产能 1 万台套/
年、钣金机加工产能 2 万台套/年，为公司在农产品检测、医疗影像、工业检测等领域的
未来发展提供高效的涂装、钣金机加工解决方案。
2、拟投资项目总预算为 3.6 亿元，其中工程费用 8,924 万元、设备购置 20,329 万元、
其他费用 2,984 万元、预备费 3,763 万元。
3、项目预计于 2018 年 09 月开始设计、施工，建设期两年，2020 年 09 月开始逐步
投产。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司在涂装、钣金机加工方面的产能，提升产品质量，满足未
来的市场增长需求；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农产品检测、医疗影像、工业检测等
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巩固和保持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同时还能够有效带动就业，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
2、资金来源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0.77 亿元）及自有资金（2.83 亿元）进行投资。
3、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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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风险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人员规模、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这对公司管理层的管
理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面临能否建立与规模相适应的高效管理体系和管理
团队，以确保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管理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优化流程、完善
结构，降低管理风险。
（2）环保风险
项目投产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水和粉尘排放，如不能有效处理，将存在一定的
环境污染和行政处罚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规要求，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防止造
成环境污染。
（3）项目建设风险
虽然公司已对项目进行了详尽的规划分析，但建设项目工程较大，建设内容较多，项
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管理与组织失误、施工技术及施工环境、项目建设期及进度变化
等不确定因素。任何一项因素或情况的变化都有可能给项目的预期建设进度带来一定影响，
从而延缓建设周期。
公司将依托多年发展中积累的管理经验，组织高效的项目管理团队来实施管理；同时，
公司拥有一批优秀的、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积累了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能够充分保障
项目建设和营运管理，有效降低项目建设风险。
4、对公司影响
（1）本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闲置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投资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
运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项目建成后，预计涂装产能将新增 1 万台套/年、钣金机加工产能将新增 2 万台
套/年，将有效提升公司在涂装、钣金机加工方面的产能，提升加工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在识别技术领域的创新力、竞争力与影响力。
（3）本次投资对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拟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司在涂装、钣金机加工方面
的产能与加工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在识别技术领域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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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竞争力与影响力。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
要，符合相关规定。此次投资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形，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6 亿元（超募资金 0.77 亿元、自有资金 2.83 亿元）
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 3.6 亿元（超募资金 0.77 亿元、自有资金 2.83
亿元）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可有效提升涂装、钣金机加工的产能与加工质量，
巩固和保持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6 亿元（超募资金 0.77 亿元、自
有资金 2.83 亿元）投建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美亚光电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
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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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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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使用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美亚光电本次超募资金使
用方案无异议，同时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涂装、钣金生产基地项目
的核查意见。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0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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