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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贵公司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茂科技”）截止2013年9月30日《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鑫茂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监
会《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鑫茂科技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
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号）的相关规定与贵公司提供的前次募集资金相关资料，在审慎
调查并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基础上所取得的资料作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我们
对鑫茂科技前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鑫茂科技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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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在所有重大
方面反映了鑫茂科技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鑫茂科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定向募集资金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鑫茂科技募集资金的必备文
件，随其他文件一起上报。

附件：《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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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专项报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08 年 6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鑫茂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08］846 号）、《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782 号）及《关于核准豁免天津鑫茂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
可［2008］847 号）核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28,591,037 股人民币普通股为对
价，认购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集团”）持有的天津
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维奥”）100％股权、持有的天津
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君科技”）70%股权及持有的天津市鑫茂
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科技园公司”）30.02%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
2009 年 6 月 12 日，标的资产的股权已全部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证，并出了具中审亚太验字
［2009］010349－2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前次发行股份 28,591,037 股的股份登
记手续。同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
认书》。2009 年 6 月 25 日，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君都律师事
务所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法律意见
书》，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进行了验证。前次发行股份完
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96,407,283 元增加至人民币 224,998,320 元。新
增股份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9 年 8 月 3 日，本公司办
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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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本公
司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以下简称“截止日”）的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募集情况
1、经公司 2007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07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07 年 8 月 1 日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并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08］846 号）《 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782 号）及《关于核准豁免天津
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08］847 号）核准，同意公司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发行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777,16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
行价 12.40 元。
2、根据公司与《鑫茂集团以资产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协议书》的规定，
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证监会核准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证监会对前次发行股份豁免鑫茂集团要约收购义务后，鑫茂集团持有的标的资产
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中联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之评估价值 22,043.69 万元为基础，以
每股发行价 12.40 元（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1.16 元／股，经董
事会决议公司向鑫茂集团发行股票的价格定为 12.40 元／股）认购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7,777,169 股。
根据公司 2009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六十次董事会和 2009 年 5 月 5 日
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实施 2008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前次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由
原来 17,777,169 股变更为 28,591,037 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价由原来 12.40 元变更为 7.71 元。交易差价由公司享有。
2007年5月31日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情况如下(万元)：

被收购单位名称

评估报告号
中 联 评 报 字
[2007] 第 0035
号，
中 联 评 报 字
[2007]第 0032 号
中 联 评 报 字
(2007)第 0036 号

圣君科技
贝特维奥
科技园
合计

评估值(万
元)

收购股权比例

标的资产评估值
(万元)

12,936.72

70%

9,055.70

11,745.40

6,957.73

100%

6,957.73

9,024.29

20,087.48

30%

6,030.26

7,821.35

22,043.69

28,591,037

39,981.93

以资产认购股
权（股）

*7.71 元/股×28,591,037 股＝22,043.69 万元，为标的资产评估值折算股数取整值。
以 2007 年 5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圣君科技 70%股权

9,073.36

9,055.70

-17.66

贝特维奥 100%股权

3,922.05

6,957.73

3,035.68

科技园 30.02%股权

4,775.28

6,030.26

1,254.98

17,770.69

22,043.69

4,273.00

合计

截止 2009 年 6 月 12 日，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同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确认，并出具中审
亚太验字［2009］010349－2 号《验资报告》。根据审验结果，前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共募人民币 22,043.69 万元，均属鑫茂集团以股权投入，其中 28,591,037.00
元作为股本。前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96,407,283.00 元增
至人民币 224,998,320.00 元。鑫茂集团持股比例由 24.43%增至 34.03%。公司此
次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
2009 年 6 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前次新增股份 28,591,037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同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2009 年 6 月 25 日公司公告了《天
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
书》，新增股份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市。2009 年 8 月 3 日公司已在天津市工商
局办理 了前 次发 新股 份的工 商变 更登 记。 变更后 公司 的注 册资 金为人 民币
224,998,320 元。
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股) 28,591,037股仅涉及购买标的
资产，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
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主要是以发行股份认购标的资产及标的资产的权属变
更。
截至2009年6月12日，标的资产的股权已全部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变更后，
标的资产已变成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针对该次变更过户，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事务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法律意见书》，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确认，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09］010349－2号《验资报
告》，鑫茂集团以标的资产作为认购对价的出资全部到位。
2009 年 6 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前次新增股份 28,591,037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同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2009 年 6 月 25 日公司公告了《天津
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
书》。
2009年8月3日，公司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
的累计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224,998,320.00元，股本为人民币224,998,320.00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股份仅用于购买标的资产，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不存在差异。
（四）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无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07 年 5 月 31 日（重组基准日）

2009 年 4 月 30 日（重组完成日）

项目
贝特维奥

圣君科技

鑫茂科技园

贝特维奥

圣君科技

鑫茂科技园

资产

40,272,252.89

129,673,186.34

758,322,836.99

305,300,258.27

423,461,273.01

444,666,268.51

负债

1,051,722.62

53,828.34

599,252,694.84

313,596,894.68

304,092,555.43

255,249,596.53

39,220,530.27

90,733,550.60

47,752,856.67

36,703,363.59

83,558,102.31

56,862,884.93

归属于
母公司
净资产
合计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贝特维奥

圣君科技

鑫茂科技园

资产

291,457,718.09

492,164,373.31

236,894,604.19

负债

238,016,666.96

428,694,021.84

84,919,132.70

53,441,051.13

44,429,246.03

45,623,036.54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合计

注：以上数据系标的资产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统计数据，标的资产于2009年6
月12日全部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天津中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2009年4月
30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再次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是以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审
计评估重组基准日为2007年5月31日。截至重组基准日，经审计的标的资产为
177,706,937.54元；标的资产于2009年6月12日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截至2009
年 4 月 30 日 标 的 资 产 为 177,124,350.83 元 ， 较 重 组 基 准 日 标 的 资 产 增 加 了
-582,586.71元，增幅-0.33 %；2013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43,493,333.70
元，较重组基准日净资产下降19.25%，下降主要原因是标的资产经营亏损所致。
2、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完成后，鑫茂科技园公司的销售势头
良好，呈大幅上升趋势，公司的主营业务由科技园开发进一步发展到以科技园开
发、中小科技企业孵化服务为主题的工业地产开发，主营业务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同时也有力地促进和拉动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势头；天津圣君和贝特维奥成为鑫茂
科技的控股子公司，彻底避免潜在的实质性的同业竞争，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圣君科技和贝特维奥开投资发建设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和汽车产业孵化基地
项目已被列为天津市2008年区县第一批重大建设项目。但自2010年国家房地产政
策调整，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势头回转直下，形成连续的亏损，工程处于缓建状
态。
3、效益贡献情况
2009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股份购买资产的全部手续。公司通过发
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因受地产宏观调控环境、资产规模、资金筹措等多种因素

影响，导致公司房地产销售、盈力能力大幅下降，给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了较大负
面影响，2009年度至2013年9月标的资产累计实现净利润-23,379,771.87元。各年
度效益贡献如下表。
公司名称

单位：人民币元
贝特维奥

圣君发展

科技园

效益贡献
2009 年度

50,919,235.39

1,901,837.62

-174,936.30

2010 年度

-674,784.58

-1,691,447.90

-3,727,476.32

2011 年度

-15,080,432.44

-8,115,501.09

-5,292,625.54

2012 年度

-12,367,241.61

-8,266,543.36

-1,174,375.26

2013 年 1-9 月

-8,794,401.23

-7,116,057.23

-3,725,022.01

合计

14,002,375.53

-23,287,711.96

-14,094,435.44

说明：效益贡献=70%×圣君科技实现的净利润＋贝特维奥实现的净利润＋30.02%×科技
园实现的净利润”-需要抵销的内部关联交易实现的净利润。

4、盈利预测情况
为保证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保证注入资产可为上市公司提供充分
的业绩贡献，公司控股股东鑫茂集团出具了《承诺函》，作出如下业绩承诺：
（1）前次注入资产在200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4,950万元（相当于前次
注入资产实现每股收益0.75元/股）；
（2）前次注入资产在2010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7,425万元（相当于前次
注入资产实现每股收益1.125元/股）
如本次注入资产不能实现鑫茂集团承诺的业绩水平，则鑫茂集团以现金形式
将差额部分补偿给公司。
（七）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2009年度
公司名称
2009 年实现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贝特维奥
50,919,235.39

注入股权比例
注入资产相对应的净利润

526,665.85

-275,133.18

1,109,398.37

50,919,235.39

2,716,910.89

-582,732.52

100.00%

70.00%

30.02%

50,919,235.39

1,901,837.62

-174,936.30

注入资产 200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
计

52,646,136.71

2.2010年度
公司名称

科技园

2,441,777.71

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润
抵消关联交易后的净利润

圣君发展

单位：人民币元
贝特维奥

圣君发展

科技园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1,317,046.43

-6,988,520.96

-11,548,862.31

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润

-642,261.85

-4,572,166.82

867,780.99

抵消关联交易后的净利润

-674,784.58

-2,416,354.14

-12,416,643.30

100%

70%

30.02%

-674,784.58

-1,691,447.90

-3,727,476.32

注入股权比例
注入资产相对应的净利润
注入资产 201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
计

-6,093,708.80

2010年度，注入资产累计实现净利润-6,093,708.80元，实际完成业绩与承
诺业绩的差额为 80,343,708.80元。2011年5月20日，控股股东鑫茂集团已将补偿
款 80,343,708.80元缴存至本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开立的
人民币存款专户内。控股股东鑫茂集团业绩承诺已履行完毕，实际履行金额与业
绩未实现所承诺补偿金额不存在差异。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的对照
公司对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及其审核、进展与完成情况及时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的披露内
容不存在差异。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田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茜
2013年12月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