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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跃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

燕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无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08,310,664.10 2,431,854,690.77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56,902,379.40 1,516,757,284.11 2.65%

项 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7,865,949.58 -14.14% 1,330,766,281.43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253,976.56 -67.54% 44,716,291.29 -5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07,421.21 -70.24% 40,869,628.70 -5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9,898,485.55 -191.90% -147,587,281.43 -19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66.67% 0.18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66.67% 0.18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1.75% 2.91% -3.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元）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4,422.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45,769.72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

府补助金额。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44,553.01

主要系公司利用闲置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产

生的投资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11,685.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1,963.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5,589.04

合 计 3,846,662.59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9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 量

韩裕玉 境内自然人 28.46% 71,838,000 -

王 娟 境内自然人 6.44% 16,253,262 12,189,946 质押

6,299,

999

陈宝华 境内自然人 5.97% 15,064,146 12,520,405

韩惠明 境内自然人 4.44% 11,201,625 8,401,218

张嘉平 境内自然人 3.33% 8,401,388 5,925,760

沈丽华 境内自然人 1.58% 4,000,000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 他 0.84% 2,122,796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5% 1,903,021 -

顾 倩 境内自然人 0.70% 1,777,728 -

戴 艳 境内自然人 0.68% 1,710,000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韩裕玉 71,8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38,000

王 娟 4,063,316 人民币普通股 4,063,316

沈丽华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韩惠明 2,800,407 人民币普通股 2,800,407

陈宝华 2,543,741 人民币普通股 2,543,741

张嘉平 2,475,628 人民币普通股 2,475,62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22,796 人民币普通股 2,122,7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03,021 人民币普通股 1,903,021

顾 倩 1,777,728 人民币普通股 1,777,728

戴 艳 1,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韩裕玉、王娟、韩惠明为一致行动人，韩惠明和王娟系夫

妻关系，韩裕玉系韩惠明和王娟女儿；陈宝华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并兼任子公司波发特董事；张嘉平为子公司波发特董事；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其他前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前述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优先股。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序号 项 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变动比例 说 明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

（元）

1 货币资金 219,181,850.59 407,274,759.30 -46.18%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

致。

2 应收账款融资 475,560,522.21 300,221,768.06 58.40%

主要系本期利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

加所致。

3 预付款项 15,090,111.41 7,196,494.51 109.69% 主要系公司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4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12,000,000.00 8,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增

加了对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

资金额所致。

5 在建工程 16,386,523.18 8,480,812.63 93.22% 主要系本期公司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6 短期借款 35,026,562.57 11,012,325.01 218.07%

主要系子公司捷频电子为扩大生产向

银行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7 预收款项 - 180,453.60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

入准则，期末将预收款项科目调整至合

同负债列示。

8 合同负债 383,624.00 - 100.00%

9 应付职工薪酬 16,999,345.13 30,973,924.07 -45.12%

主要系本期支付完上年末计提的年终

奖所致。

10 应交税费 6,726,521.58 4,005,493.30 67.93%

主要系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金及附

加增加所致。

11 税金及附加 8,711,232.01 5,053,529.74 72.38%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增加相应附加税增

加所致。

12 财务费用 3,971,867.46 -310,534.64 1379.04%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13 其他收益 4,445,769.72 1,588,958.12 179.79%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14 投资收益 1,373,901.65 2,996,017.19 -54.14%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减少所致。

15 信用减值损失 -1,802,147.93 -4,309,809.59 -58.18%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

额减少所致。

16 资产减值损失 - -15,486,105.22 -10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减

少所致。

17 所得税费用 9,715,708.80 16,346,360.35 -40.56%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18 收到的税费返还 9,024,235.16 21,857,250.21 -58.7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19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616,797.42 3,030,595.36 52.34%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20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36,000,000.00 373,000,000.00 -63.54%

主要系本期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

所致。

21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949,553.01 3,500,305.30 -44.3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22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65,981.73 700,349.82 -90.58%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得减少所

致。

23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042,933.47 1,289,940.97 58.37%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4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8,000,000.00 326,500,000.00 -60.80%

主要系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所致。

25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 1,213,234.34 -100.00%

主要系上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多所致。

26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 2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较多所

致。

27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24,000,000.00 13,000,000.00 84.62%

主要系子公司捷频电子为扩大生产向

银行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28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 23,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偿还的银行借款金额较多

所致。

29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60,190.00 55,311,050.17 -98.63%

主要系上期支付的票据保证金金额较

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于2020年1

月在全国范围爆发以来，本公司密切关注肺炎疫情发展情况，评估和积极应对其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方面的影响。 本公司预计此次疫情将对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一

定的暂时性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防控的进展情况、持续时间以及各地防控政策的实

施情况。

本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肺炎疫情发展情况， 评估和积极应对其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等方面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该评估工作尚在进行当中。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宝华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69号） 的核准， 世嘉科技于

2018年9月实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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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共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59.2272万股，发行价格为22.2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1,361.99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共计1,811.5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550.49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17,245.73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2,

559.04万元（其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559.04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2,000万

元）。

2、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购买标的

资产的现金对价”和“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扩建项目” 项目建设，其中募投项目“支付

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已于2018年执行完毕，募投项目“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扩

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金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1）

2020年1-9

月投入金额

截至2020年

9月30日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波发特通信基站

射频系统扩建项

目

否 24,519.40 12,050.49 2,205.64 9,745.73 80.87%

2021年12月

31日

2

支付购买标的资

产的现金对价

否 7,500.00 7,500.00 - 7,500.00 100.00% 不适用

合计 -- 32,019.40 19,550.49 2,205.64 17,245.73 -- --

六、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七、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4,000 4,000 -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3,200 2,000 -

合计 7,200 6,000 -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8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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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2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2020年10

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娟女士召集和主

持，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人数、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

案》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已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并于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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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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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2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2020年10

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汤新华先生召集

和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数、审议和表决程

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

案》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已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此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的情况下， 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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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

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世嘉科技” ）的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

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为提高公司自有

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

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对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为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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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 我们对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占世向 夏海力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苏州市世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嘉科技”或“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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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对世嘉科技使用部分闲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

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苏州市世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陈宝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69

号）的核准，世嘉科技于2018年9月实施了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共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592,272股，发行价格为22.2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13,619,

897.44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共计18,115,000.0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5,504,

897.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了会验字[2018]5886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波发特”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独墅湖支行（现已更名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华林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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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购买标的

资产的现金对价”和“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扩建项目” 项目建设，其中募投项目“支付

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已于2018年执行完毕，募投项目“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扩

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金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1）

2020年1-9

月投入金额

截至2020年

9月30日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波发特通信基站

射频系统扩建项

目

否 24,519.40 12,050.49 2,205.64 9,745.73 80.87%

2021年12月

31日

2

支付购买标的资

产的现金对价

否 7,500.00 7,500.00 - 7,500.00 100.00% 不适用

合 计 - 32,019.40 19,550.49 2,205.64 17,245.73 - -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如下：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

扩建项目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

区苏州片区支行

75280122000003573 5,590,424.74

注：截至2020年9月30日，另有2,000万元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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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在确

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1、投资品种

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所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2、投资额度

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期限

自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资金来源

公司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5、具体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

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四、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五、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会严格筛选投资标的，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

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

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

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在2个交易日内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相关审批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在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为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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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对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

3、监事会意见

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的情况下， 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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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

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作为世嘉科技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世嘉科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经过

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

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本次重组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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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华林证券同意世嘉科技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事项。

项目主办人：杨 新 许鹏程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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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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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于2020年10月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

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在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收

益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

1、投资品种

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

2、投资额度

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期限

自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资金来源

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5、具体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

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二、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标的，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

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

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相关审批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会议以5票同意，0票

反对，0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

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在购

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权限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 为提高公司

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营活

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对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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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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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于2020年10月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

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在购买理财产品的额

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如

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苏州市世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陈宝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69

号）的核准，世嘉科技于2018年9月实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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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共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9,592,272股， 发行价格为22.27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213,

619,897.44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共计18,115,000.0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5,

504,897.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会验字[2018]5886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波发特”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独墅湖支行（现已更名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支行”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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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购买标的

资产的现金对价”和“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扩建项目” 项目建设，其中募投项目“支付

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已于2018年执行完毕，募投项目“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统扩

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波发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1）

2020年1-9

月投入金额

截至2020年

9月30日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波发特通信基站

射频系统扩建项

目

否 24,519.40 12,050.49 2,205.64 9,745.73 80.87%

2021年12

月31日

2

支付购买标的资

产的现金对价

否 7,500.00 7,500.00 - 7,500.00 100.00% 不适用

合计 -- 32,019.40 19,550.49 2,205.64 17,245.73 -- --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如下：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波发特通信基站射频系

统扩建项目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

验区苏州片区支行

75280122000003573 5,590,424.74

合计 5,590,424.74

注：截至2020年9月30日，另有2,000万元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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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在确

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1、投资品种

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所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2、投资额度

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期限

自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资金来源

公司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5、具体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

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四、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五、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会严格筛选投资标的，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

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

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

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在2个交易日内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相关审批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在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 为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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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对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及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的情况下， 滚动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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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

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作为世嘉科技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世嘉科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经过

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

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本次重组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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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华林证券同意世嘉科技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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