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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之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2015 年 6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向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发了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621 号）。根据该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就《工作函》中的问题进行逐一核查。现就中国

证监会《工作函》中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根据反馈回复文件显示，申请人 2015 年需新增补充的营运资金测

算规模为 111,339.84 万元，而申请人发行预案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量为 125,000 万元。 

请保荐机构结合申请人相关信息披露情况，核查申请人该部分募集资金的

数额和使用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一）的规定。 

[回复]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12.50 亿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一）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1、流动资金情况测算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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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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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充足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使企业避

免面临利润减少或者现金短缺成本增加的风险。因此，从企业稳健经营的角度来

说，流动资金充足极为重要。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综

合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进而预测企业流动资金缺

口。 

具体测算时，发行人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 2010 年第 1 号），并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对需补充的营运资

金量进行如下测算： 

新增流动资金额度=营运资金量－借款人自有资金－现有流动资金贷款－其

他渠道提供的营运资金 

营运资金量=上年度销售收入×（1－上年度销售利润率）×（1+预计销售收

入年增长率）/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营运资金周转次数=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收票据周转

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应付票据周转天数+预付账款周转天数－预收账款周

转天数) 

由于发行人预付账款中预付设备款金额较大，占比较高，属于非营运资金，

因此测算的过程中预付账款周转天数修改为经营性预付账款周转天数。 

2、未考虑发行人 2015 年现金分红对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 

3、2015 年营业收入的确定 

根据发行人 2012-2014 年的营业收入情况，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公司发展规

划、订单储备的情况，对 2015 年营业收入进行预测。发行人预计 2015 年营业收

入为 436,880.00 万元，较 2014 年增长 103.83%。 

发行人 2012-2015 年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2015 年预测数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1、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  97,790.00   115,018.74   82,860.40   63,918.57  

2、液晶玻璃基板  58,000.00   33,882.52   5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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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安装  210,000.00   59,778.67   275.88   590.38  

4、彩色电视机显像管元部件    1,158.90   2,060.53   5,838.10  

5、蓝宝石玻璃及其他  69,200.00        

合计  434,990.00   209,838.83   85,728.18   70,347.05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为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收入、液晶玻璃基板收入和建筑

安装业务收入以及 2015 年新收购公司江苏吉星的蓝宝石玻璃收入。 

公司营业收入预测是根据本公司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所取得的经营业绩，

结合 2015 年度经营计划编制。公司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本着谨慎性的原则

进行预测。 

2014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09,838.83 万元，预计 2015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434,990.00 万元，2015 年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液晶玻璃基板成套设备及技术服务收入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收入为 97,79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7,228.74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合同即将履

行完毕所致。2015 年，东旭光电在执行已签订的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合同的基

础上，积极开拓新的市场，与国内知名液晶面板厂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液晶面板生产线《装备及备件国产化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公司积极

开拓台湾和海外市场，为其提供成套装备及技术服务等业务。 

（2）液晶玻璃基板销售收入 

公司依照既定生产、营销计划,通过市场开拓和技术升级完成预测收入指标。

2015 年度预测玻璃基板销售收入 58,000.00 万元，与 2014 年比较增加 24,117.48

万元，主要是由于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第六代玻璃基板生产线逐步投产

增加的产能，截至 2014 年末，芜湖光电共有 3 条生产线达到量产，预计 2015

年 9 月份，芜湖光电将有一条生产线达到量产，各月份的产销量和销售额情况如

下： 

月 份 
达产生产线数

量（条） 

单线月产销量

（万片） 

合计月产销量

（万片） 
单价（元） 

月销售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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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 3 5 15 290  4,350  

9-12 月 4 5 20 290  5,800  

合计 200 290  58,000  

随着新增六代玻璃基板生产线的技术成熟，生产稳定，玻璃基板产量大幅增

加，销售收入也随之增长； 

（3）建筑安装收入 

为开拓公司业务及利润增长点，公司于 2014 年 6 月收购了四川瑞意公司，

主营业务为建筑安装工程，并于 2014 年度取得较好业绩，2015 年度四川瑞意在

执行已签订的建筑安装合同外，将继续开拓新业务，预期业务规模将取得明显提

升。 

（4）蓝宝石玻璃销售收入 

2015 年，公司收购了江苏吉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吉星”），

填补了蓝宝石盖板玻璃市场的空白。江苏吉星具备从蓝宝石晶体生长到衬底、窗

口片制造的全套完整生产设施、设备及相关工艺技术，2015 年将销售数百万片

LED 衬底片，为公司另一盈利点。 

4、周转率等指标假设条件 

在计算周转率等指标时，综合考虑公司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 季度

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得出周转率预测数，具体取值结果如下： 

项目 最近三年平均值 
2015 年 1

季度 
2014 年 2013 年 

存货周转率（次）  2.10   1.63  2.91 1.7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1   2.69  2.71 1.23 

应收票据周转率（次）  781.85   6.28  9.54 2,329.75 

应付账款周转率（次）  5.20   5.25  6.43 3.92 

应付票据周转率（次）  5.07   4.26  5.49 5.46 

经营性预付账款周转率（次）  3.88   5.08  4.06 2.51 

预收账款周转率（次）  252.24   54.76  165.94 536.01 



 

1-1-5 

综合毛利率 48.10% 43.32% 44.97% 56.02% 

注：2015 年 1 季度的周转率均为年化数据。 

发行人对未来所需新增流动资金的测算假设条件设置如下： 

项目 预测结果 预测依据 

存货周转率（次）  2.10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2015 年存货

周转率取 2013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平均值。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1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2015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取 2013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

平均值。 

应收票据周转率（次）  7.91  

应收票据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应收票据余额，基

于 2013 年公司应收票据周转率异常，2015 年应收票据

周转率取 2014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平均值。 

应付账款周转率（次）  5.20  

应付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应付账款余额，

2015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取 2013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

平均值。 

应付票据周转率（次）  5.07  

应付票据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应付票据余额， 

2015 年应付票据周转率取 2013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

平均值。 

经营性预付账款周转率

（次） 
 3.88  

预付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平均经营性预付账款余

额，2015 年经营性预付账款周转率取 2013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平均值。 

预收账款周转率（次）  110.35  

预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预收账款余额，基

于 2013 年公司预收账款周转率异常，预期 2015 年预收

账款周转率取 2014 年至 2015 年 1 季度算数平均值。 

综合毛利率 29.05% 

综合毛利率=1-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 

由于2015年公司建筑安装业务占比较2014年大幅增加，

建筑安装业务毛利率较低， 2015 年综合毛利率下降至

29.05%。 

5、其他假设条件 

（1）销售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

/主营业务收入 

（2）自有资金在报表中体现为所有者权益，主要用于购建长期资产（非流

动资产）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流动资产），因此，所有者权益减去非流

动资产即为公司自有资金中用于日常生产经营的部分。 

（3）现有流动资金贷款为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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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渠道提供的营运资金主要是指非经常性应收应付科目，即其他应

付款和其他应收款之差。 

（二）流动资金需求测算结果 

1、公司2015年营运资金周转次数=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应收票据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应付票据周转天数+经营性预付账款周

转天数－预收账款周转天数)=1.09次 

2、公司2015年营运资金需求量=上年度销售收入×（1－上年度销售利润率）

×（1+预计销售收入年增长率）/营运资金周转次数= 539,626.72万元 

3、公司自有资金=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资产=158,604.93万元 

4、其他渠道提供的营运资金=其他应付款-其他应收款= 1,456.46万元 

5、现有流动资金贷款=短期借款=207,010.50万元 

根据上述测算，发行人 2015 年需新增补充的营运资金规模为 172,554.83 万

元。 

公司募集125,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一定程度上提供公司日常经营的

资金需求，可缓解公司当前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提

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助于减少流动资金缺口，降低短期偿债风险，保持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经核查： 

1、发行人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 2010 年第 1 号），并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对需补充的营运资金量进行

测算，测算原理合理。 

2、发行人在预测主营业务收入时，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公司发展规划、订

单储备的情况，对 2015 年主营业务收入进行预测，预测过程及结果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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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 6 月 17 日签署的“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第 18 题中，在计算周转

率等指标假设条件时，仅考虑公司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的经营状况及财

务状况得出周转率预测数；本次考虑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已较 2012 年发生较大变

化，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 季度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与实际情况更加接

近，因此本次发行人以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1 季度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

况做为计算未来周转率的参考因素，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更符合 2015 年的实际

情况。 

4、发行人在测算流动资金过程中的其他相关假设情况、参数的确定依据及

选取过程、测算过程及结果合理。 

5、发行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未考虑 2015 年现金分红 26,620.80 万元。 

6、发行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未考虑 2016 及以后年度流动资金需求。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假设情况、相关

参数的确定依据、测算过程更具备合理性。发行人本次募集 12.50 亿元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发行人 2015年流动资金需求量为 172,554.83 万元。因此发行人募

集资金金额不超过实际需求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

款“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的有关规定。 

问题 2、关于资管计划作为发行对象的相关问题。 

1、根据反馈回复文件显示，长江兴利 2 号定向计划、长江兴利 3 号定向计

划管理人已由长江证券变更为长江资管。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

管理人变更是否构成本次发行对象的重大调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的规定。 

[回复]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2014年 8月 27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71号)，核准长江证券设立

长江资管，并核准长江证券变更业务范围，减少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做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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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清理和移交工作”。同时规定，长江证券应当自本批复下发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长江资管的工商设立登记工作，长江资管在取得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前，不得以该名称对外开展业务。 

经核查，2015年 2月 13日，长江资管取得了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

业务许可证》；2015年 2月 17 日，长江证券在长网（www.95579.com）发布管理

人生效公告，明确自 2015年 2 月 16日起长江证券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计划的管

理人由“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经核查，2015年 6月 15日，长江证券出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函》，明确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和由管理人承担的义务全部由长江

资管承继。 

保荐机构认为，长江证券变更为长江资管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所做的调整，此项变更仅涉及长

江兴利 2号定向计划、长江兴利 3号定向计划管理人的变更，东旭光电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仍为长江兴利 2号定向计划、长江兴利 3号定向计划，不涉及

与东旭光电相关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变更，不构成本次发行对

象的重大调整，东旭光电董事会、股东大会无需履行新的决策程序，该项变动符

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的规定。 

[申请人律师意见] 

经核查，2014 年 8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71 号)，核准长江证券设立长

江资管，并核准长江证券变更业务范围，减少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做好证券资

产管理业务清理和移交工作”。同时规定，长江证券应当自本批复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长江资管的工商设立登记工作，长江资管在取得经营

证券业务许可证前，不得以该名称对外开展业务。 

经核查，2015 年 2 月 13 日，长江资管取得了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

业务许可证》；2015 年 2 月 17 日，长江证券在长网（www.95579.com）发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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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生效公告，明确自 2015 年 2 月 16 日起长江证券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计划的

管理人由“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2015 年 6 月 15 日，长江证券出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函》，明确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和由管理人承担的义务全部由长江

资管承继。 

综上，申请人律师认为，长江证券变更为长江资管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所做的调整，此项变更

仅涉及长江兴利 2 号定向计划、长江兴利 3 号定向计划管理人的变更，东旭光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象仍为长江兴利2号定向计划、长江兴利3号定向计划，

不涉及与东旭光电相关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变更，不构成本次

发行对象的重大调整，东旭光电董事会、股东大会无需履行新的决策程序，该项

变动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的规定。 

2、长江兴利 3 号定向计划的参加对象为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管理计划的参加对象为申请人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该资管计划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规定办理了登记或备案手续，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进行核查，

并分别在《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中对核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进行说明；（2）委托人的具体

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等情况。 

[回复] 

一、该资管计划是否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

理了登记或备案手续，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分别在《发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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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对核

查对象、核查方式、核查结果进行说明； 

[申请人说明] 

根据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确认，长江资管已在网上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递交了长江证券兴利 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申请，尚

待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长江资管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

申请了登记备案手续，该备案尚待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申请人已补

充披露长江兴利 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登记和备案情况。 

[申请人律师意见] 

申请人律师认为，长江资管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

申请了登记备案手续，该备案尚待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审核。申请人已补

充披露长江兴利 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登记和备案情况。 

二、委托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申请人的关

联关系等情况。 

长江兴利 3 号定向计划的参加对象为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长江财富-东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该资产管理计

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它人员，认购人员名单及份额如下：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认购金额 资金来源 

与东旭光电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1 李文廷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2000 万元 自筹+借款 
实际控制人

的兄弟姐妹 

2 王建强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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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红伟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4 郭春林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15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5 隋平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部长 15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6 邢立强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部长 15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7 刘海军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副部长 15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8 陈德伟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9 杨辉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部长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0 徐玲智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12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1 陈英 
成都东旭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2 张宏伟 
成都东旭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3 郭文华 
成都东旭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营销副总经

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4 孙秀方 
成都东旭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副

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5 刘青文 
成都东旭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6 任书明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7 刘再进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8 谢贤森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19 贾英才 
东旭（营口）光电显

示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0 张庆国 
东旭（营口）光电显

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1 赵伟 
东旭（营口）光电显

示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2 赵瑞忠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12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3 李亚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2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4 宋其囤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5 甄立群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6 曹庆敏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7 贺春雨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28 王保红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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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责任公司 

29 陈增智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00 万元 自筹+借款 无 

合计 5460 万元   

3、根据反馈回复文件显示，东旭集团出具承诺函将要求认购长江财富-东

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员工作出相关承诺。请申请人解释说明“长江财富-

东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长江兴利 3号定向计划”的关系，东旭集团

所作承诺无法履行的约束措施。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申请人说明] 

长江财富设立“长江财富-东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用于认购

长江资管设立的“长江兴利 3 号定向计划”。 

长江财富出具《说明函》：若拟参与 1 号计划的员工未能出具载有“本人参

与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于本人的合法薪酬和自筹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

法的情况，不存在代他人出资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情形，本人最终出资不存在任

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等内容的承诺函，本公司作为 1 号计划的管理人将不

接受该员工参与 1 号计划。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在东旭集团所作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况下，长江财富根据其出

具《说明函》履行东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职责，能够保证东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律师意见] 

申请人律师认为，在东旭集团所作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况下，长江财富根据其

出具《说明函》履行东旭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职责，能够保证东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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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问题回复及前次反馈意见回复中未披露的相

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中介机构核查意见、股权认购协议、资管合同、承诺事

项等。 

[回复] 

申请人已补充披露上述问题回复及前次反馈意见回复中未披露的相关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中介机构核查意见、股权认购协议、资管合同、承诺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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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

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