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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所属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主营业务：投资、研发、制造、贸易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7月，公司完成了对FLEX下属PCB业务制造主体Multek的收购。Multek� Group目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Multek100%的股权。

Multek� Group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98,724,478.52

负债总额 3,228,291,773.6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61,132,214.81

流动负债总额 1,588,778,151.00

净资产 170,432,704.84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94,448,326.09

利润总额 144,229,794.28

净利润 124,171,349.61

（3）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9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万港币

注册地点：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2楼2209室

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CPV太阳能设备、LED背光源等，建立营销网络，进行海外投资。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香港东山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40,297,858.45

负债总额 7,073,064,107.4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6,270,801,107.47

净资产 3,067,233,750.98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49,747,747.65

利润总额 -124,890,043.70

净利润 -124,890,043.70

（4）盐城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6月1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000万元

注册地址：盐城市盐都区智能终端产业园

主要业务：平板电脑（PAD）、手提电脑（PDA）、电子产品生产、销售；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LED）

应用产品系统工程的安装、调试、维修；生产和销售液晶显示器件；生产、销售新型触控显示屏电子元器件

产品等。

股权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盐城东山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38,067,394.12

负债总额 4,215,902,034.6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84,380,059.15

流动负债总额 2,987,678,009.27

净资产 1,222,165,359.45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1,704,391.71

利润总额 166,239,790.94

净利润 149,094,681.19

（5）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8月15日

注册资本：42952.47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浦庄大道3699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冲压件、金属零部件、微波通信系统设备；钣金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永创科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64,801,654.55

负债总额 1,703,133,084.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84,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703,133,084.35

净资产 561,668,570.20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9,438,679.17

利润总额 3,928,022.46

净利润 5,773,348.44

（6）牧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6月6日

注册资本：47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北前巷8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新型触控显示屏电子元器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自有多余厂房出租等。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牧东光电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79,252,483.51

负债总额 3,850,225,354.7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2,847,840.00

流动负债总额 3,843,437,088.07

净资产 229,027,128.77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4,902,473.54

利润总额 45,037,601.25

净利润 50,347,429.55

（7）东莞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7月11日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东莞市高埗镇朱磡工业区

经营范围：精密钣金加工；五金件、微波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和销售；家

电产品、电子产品、模具等。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东莞东山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6,255,846.28

负债总额 1,362,985,736.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62,985,736.29

净资产 -206,729,890.01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4,564,773.88

利润总额 -467,029,664.06

净利润 -411,598,616.61

（8）苏州艾福电子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1日

注册资本：48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浒墅关镇城际路65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陶瓷天线等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的生产，及介质滤波器、腔体滤波器、介质双工

器等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6.25%股权。

艾福电子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6,808,696.09

负债总额 147,923,902.8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5,184,041.13

流动负债总额 147,603,902.87

净资产 138,884,793.22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8,839,958.28

利润总额 41,640,074.65

净利润 35,357,800.09

（9）盐城东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9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办事处振兴路999号（D）

经营范围：通信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电子产品、微波通信系统设备、金属结构件、金

属铸件、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盐城通信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1,304,793.70

负债总额 237,012,090.2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37,012,090.25

净资产 194,292,703.45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8,756,108.74

利润总额 61,185.02

净利润 1,527,791.09

（10）苏州诚镓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5月24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旺山工业园富民工业小区二期

经营范围：精密金属结构件、半导体设备、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诚镓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8,107,339.31

负债总额 327,478,160.5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27,478,160.53

净资产 90,629,178.78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430,328.36

利润总额 680,685.56

净利润 1,114,805.29

（11）苏州腾冉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6月24日

注册资本：531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浦庄和安路1066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气设备、电力设备、输配电控制设备、电子设备、机车车辆配件、汽车零

部件、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环保设备、测试设备及配件、通信设备、城市轨道交通专用电气设备、打印设备

及配件、系统集成，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新能源发电工程

的设计、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23.95%股权。

腾冉电气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973,890.74

负债总额 82,884,712.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2,884,712.34

净资产 74,089,178.40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9,562,777.92

利润总额 3,711,658.88

净利润 3,660,342.83

（12）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2月26日

注册资本：604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海藏西路2869号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组装、销售、维护服务：自动售检票设备、屏蔽门、安全门及其配套设备、出入口

控制设备、交通控制设备、自动收费设备、自动查询设备、太阳能发电设备及系统、发光二极管（LED）应

用产品及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13.89%股权。

雷格特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4,235,847.45

负债总额 202,538,647.8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3,96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6,278,647.80

净资产 81,697,199.65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3,268,917.92

利润总额 13,156,088.18

净利润 11,768,042.07

（13）上海复珊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7462.686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13号楼2层

经营范围：机械精密制造、钣金加工、五金件、零部件和结构件、印刷电路板、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智

能设备、环保设备、检测设备、电力电气设备、交通控制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整机制造加工（以上限分

支机构经营）、系统测试、研发设计、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自有设备租赁，第三方物流服务，贸易经纪与代理。

股权关系：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26.8%股权。

上海复珊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244,806.98

负债总额 245,685,086.6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245,685,086.60

净资产 -45,440,279.62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1,690,278.75

利润总额 -35,223,407.88

净利润 -34,567,792.45

（14）苏州东博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01月03日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石鹤山路8号4幢

经营范围：精密冲压模具、精密冲压件、五金金属类精密模具及精密组件、结构件和零件、照相机模

组、照相机模组精密组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工业自动化设备安装、调试、咨询服务；工装治具

的设计、研发、销售；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东博精密为2020年新设公司，无2019年度财务数据。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内容

上述所属子公司计划向对应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本公司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

提供担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95,000万元，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 公司对于各被担保公司在最高额度内，提供每笔担保的最长期限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起不超过18个月。具体担保期限以上述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上述被

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均要求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且要求参股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对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对外担保情况以及2019年度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了

解，我们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担保均按《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法定审批程序，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

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

2、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493,392.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7.07%。

3、公司2019年度对所属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4、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均要求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且要求参股公司的控股股

东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这将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公司对外担保属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均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并认真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在担保期内

有能力对以上担保对象的经营风险进行管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将《关于公

司为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天风证券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中腾冉电气、雷格特、上海复珊为公司参股公司，根据被担保对

象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公司对其的控制情况，本次担保风险可控。该事项内部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综上，天风证券对东山精密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4月21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余额）为人民币604,006.46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9.86%，无逾期担保，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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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通

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山精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并登载于2020年4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于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下

午15:00-17:00举行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冒小燕女士，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旭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罗正英女士，公司保荐代表人徐建豪先生。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山精密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

会！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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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年度审计报酬及2020年度续聘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在担任

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和各专项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保证了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较好地履

行了双方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同时，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实际情况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2020年度审计费

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1）事务所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历史沿革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3年12月，前身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1992年首批获得证券相关

业务审计资格；1998年脱钩改制成为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11年转制成为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0年12月成为首批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

业务资质

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H股企业审计业务、中央企业审计入围机构、金融

相关审计业务、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IT审计业务、税务代

理及咨询、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事务所、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注

册事务所等

是否加入相关国际会计

网络

否

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职业风险基金累计已计提1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亿元以上，相关

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能够承担正常法律环境下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2）承办本业务的分支机构基本信息

分支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

机构性质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历史沿革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前身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安徽分所，

成立于2010年1月；2011年10月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

业务资质 安徽省财政厅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编号：330000013401）

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实行一体化管理，总分所一起计提职业风险基金、购买职

业保险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首座1508室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合伙人数量 204人

上年末从业人员类别及数

量

注册会计师 1,606人

从业人员 5,603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1,216人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1

姓名 张扬

从业经历

2006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一直从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

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2

姓名 刘洪亮

从业经历

2010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一直从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

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3、业务信息

最近一年业务信息

业务总收入 22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0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0亿元

审计公司家数 约15,000家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含A、B股） 403家

上市公司所在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是否具有相关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是

4、执业信息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项目组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主要成员信息如下：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证券服务业务

从业年限

项目合伙人 张扬

中国注册会计

师

2006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一直从

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15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吕安吉

中国注册会计

师

2002年7月-2004年9月在浙江正大会计

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 从2004年10月

-2006你那10月在浙江天惠会计师事务

所从事审计工作； 从2006年11月至今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从

事审计工作， 先后万向钱潮（000559）、

士 兰 微 （600460）、 华 星 创 业

（300025）、金科文化（300459）、扬杰

科技（300373）、正裕工业（603089）等

上市公司提供财报审计、 内控审计等各

项专项服务。

19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扬

中国注册会计

师

2006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一直从

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15

刘洪亮

中国注册会计

师

2010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一直从

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7

5、诚信记录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2次 3次 5次

自律监管措施 1次 无 无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自律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资质证照，相关信息，专业能力进行了审查，认

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

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度审计报酬及2020年度续聘的议案》，同意公司2020年度续聘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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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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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

2019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7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6名特定对象定向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9,390,27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4.80元，共计募集资金117,497.60万元，坐

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8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15,697.6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5年4月1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本次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与发

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320.00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15,377.60万元。 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

〔2015〕5-2号）。

2.� 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95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定向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223,658,048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0.12元，共计募集资金449,999.99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4,5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445,499.99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445,549.99万元（已预付保荐费50.00万元）于2017年5月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

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

用1,571.86万元（不含税金额为1,482.8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43,928.13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

5-1号）。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1]

2019年12月31

日余额[注2]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吴中支行

517066672886 26,952.48

永创科技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吴中支行

506666767847 2018年已注销

永创科技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吴中支行

489772377506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吴中支行

105392010400712

47

45,118.36

本公司

南昌银行苏州分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12900141900188 22,009.97

本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801578700000

26

21,616.79

合 计 115,697.60

[注1]: 初始存放金额包括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支付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直接费用 320.00�万

元。

[注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9年5月10日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10,862.0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完成相关募集

资金专户注销工作。

2.� 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注

1]

2019年12月31日

余额[注2]

本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东山支行

10539201040017190 445,549.99

本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

新支行

121902320410305

本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

山支行

527470234585

本公司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12900141900366

合 计 445,549.99

[注1]： 初始存放金额包括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支付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直接费用 1,

571.86万元及预付保荐费50.00万元。

[注2]：由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股票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为便于资金账户管理并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已将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1,832.62万元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

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于2018年7月23日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工作。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1。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2。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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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本报告附件1-1、附件1-2相关说明。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一)�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置换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资金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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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7.89万

元，已在2015年度全部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了置换。

(二)�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置换情况

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392,328.13�万元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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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1。

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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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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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附件2-1相关说明。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6年5月5日，以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0,000.00万元已到期收回。

2.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购买短期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截至

2016年12月31日，以上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收回。

3. � 2016�年度永创科技公司将 19,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存定期存款，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已到期收回。

4.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以上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已于2017年5月12日到期收回。

5.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包括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

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转存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在决议有效期内30,000万元

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以上定期存款已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全部收回。

6.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包括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和转存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在决议有效期内3,000.00万元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定期存款已经全部转为活期存款。

7.�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以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8.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在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后， 将 16,

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2019年5月9日，公司已将

以上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全部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9.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10,862.06�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

比例为9.41%）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二)�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公司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30,000万

元进行现金管理，包括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转存结构

性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后根据公司对于偿还境外融资贷款办理进展的预期，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将额外不超过80,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购买的相关银行理财产品全部收回。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117,497.6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5,377.60�万元。

截至2019年5月10日，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06,167.21�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10,862.0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占募集资金净

额的比例9.41%。

2019年5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结项，公

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将节余募集资金10,

862.06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节余原因主要为：精密钣金件生产项目和精密金属结构件项目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等领域，该等项

目已于2018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把控采购环节、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在

满足项目投入需要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项目实施费用，同时，考虑到4G高峰已过、5G建设尚处于准备阶

段，公司结合市场状况，本着合理、有效以及节约资金的角度，减少了资金的进一步投入。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无需股东大会

审议。

(二)� 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由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 为便于资金账户管理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1,832.62万元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并于2018年7月23日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工作，公司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中新支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本次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含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额的0.41%（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该事项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无

需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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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1-1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43,

928.13[注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06,167.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5年：41,933.55���2016年：41,984.56

2017年：10,918.25����2018年：5,703.01

2019年：5,6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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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器件生产项

目

LED器件生产

项目

45,

820.30

45,

820.30

45,

844.49

45,

820.30

45,

820.30

45,

844.49

24.19[注2] 2018年6月

2

LCM模组生产项

目

LCM模组生产

项目

21,

953.10

21,

953.10

21,

552.86

21,

953.10

21,

953.10

21,

552.86

-400.24[注3] 2015年10月

3

精密钣金件生产

项目

精密钣金件生

产项目

22,

352.40

22,

352.40

15,

969.84

22,

352.40

22,

352.40

15,

969.84

-6,382.56[注4] 2018年6月

4

精密金属结构件

生产项目

精密金属结构

件生产项目

27,

371.80

27,

371.80

22,

800.02

27,

371.80

27,

371.80

22,

800.02

-4,571.78[注4] 2018年6月

[注1]：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06,167.21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651.67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0,862.06万元。

[注2]：LED器件生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比承诺投资金额多24.19万元，差异较小，主要原因系募集资

金账户利息收入投入募投项目所致。

[注3]：LCM模组生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比承诺投资金额少投400.24万元，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低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所致。

[注4]：精密钣金件生产项目和精密金属结构件项目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等领域，该等项目已于2018

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把控采购环节、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在满足项目投

入需要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项目实施费用，同时，考虑到4G高峰已过、5G建设尚处于准备阶段，公司结合

市场状况，本着合理、有效以及节约资金的角度，减少了资金的进一步投入，因此实际投入金额比承诺金

额少。

附件1-2

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43,928.13[注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42,542.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7年：442,542.62

2018年：0.00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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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购

MFLX公

司 100%

股权

收 购

MFLX 公

司 100%

股权

398,

400.00

398,

400.00

392,

328.13

398,

400.00

398,

400.00

392,

328.13

-6,071.87[注

2]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51,

600.00

51,

600.00

50,

214.49

51,

600.00

51,

600.00

50,

214.49

-1,385.51 不适用

[注1]：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442,542.62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47.11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832.62万元。

[注2]：本次交易对价为6.11亿美元，以交割日2016年7月27日人民银行发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6671元计算，本次交易对价折合人民币为40.72亿元。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将

募集资金净额443,928.13万元扣除补充流动资金的5.16亿元后余额392,328.13万元置换。 因此，实际投

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募集资金净额与募集资金总额差异所致。

附件2-1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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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LED器件生产项目 94.74%

项目完全达

产后年均净

利润5,

796.36万元

3,435.83 8,352.31 5,828.84 17,616.98 是

2

LCM模组生产项

目

80.21%

项目完全达

产后年均净

利润3,

956.84万元

6,186.69 6,304.75 4,260.51 16,845.82 是

3

精密钣金件生产项

目

77.18%

项目完全达

产后年均净

利润2,

678.03万元

310.61 838.39 1,660.08 2,809.08 否[注]

4

精密金属结构件生

产项目

85.89%

项目完全达

产后年均净

利润2,

695.62万元

3,305.06 4,090.62 2,732.64 10,128.32 是

[注]：公司精密钣金件生产项目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领域，由于4G建设高峰已过，5G建设尚未全面开

始，受通信领域投资放缓、下游行业需求周期性回落的影响，导致项目效益不及预期。

附件2-2

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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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收 购 MFLX 公 司

100%股权

不适用

2017 年 ：22,

660.61；

2018 年 ：

25,325.21；

2019 年 ：

27,786.20��[注]

38,939.97

82,

412.60

116,

401.44

248,081.39 是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公司收购MFLX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为6.11亿美元，本次交易对价不以评估报告为依据，由

本公司在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净资产、市值、预估值、品牌、技术、渠道价值及协同效应等因素

的基础上与MFLX公司协商确定。 但为验证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为标的资产出具了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149号)，本处效益为采用收益法评估时的预测效益。 根据

评估报告， 2017年、2018年、2019年，MFLX公司息前税后净利润预测分别为3,468万美元、3,690万美

元、3,983万美元，公司于2016年7月31日开始将MFLX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以各期末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 2017年、2018年、2019年，MFLX预测息前税后净利润对应人民币分别为22,

660.61万元、25,325.21万元、27,786.20万元。

（上接B1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