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专项核查意见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南大光电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光电”、“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2014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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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对南大光电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山东飞源气体有限
公司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及超募资金前期的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945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1,257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6.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829,620,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7,951,014.0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1,668,985.98 元，超募资金 588,843,385.98 元。以上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由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利安达验字[2012]第 1055 号《验资报告》。
（二）超募资金前期的使用情况
1、公司超募资金总金额588,843,385.98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为进一步推进公司
“高纯砷烷、磷烷等特种气体的研发和中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2014年4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全椒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6,534.02万元对全
资子公司全椒南大光电进行增资，实施“高纯砷烷、磷烷等特种气体的研发和中试”项目。2014

年5月，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全椒南
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2014年8月，全椒南大光电已完成增资相关手续。本项目资
金已经投入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也已经办理完毕。
2、公司 2015 年 4 月 21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对募投项目“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增加投资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5 月 13 日的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项目原总投资 2,294.24 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 3,675.76 万元对募投项目
“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增加投资，增加投资后项目建设期限“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增
加投资后将推迟至 2016 年 12 月底完成建设。变更前研发大楼建设 688.24 万元、研发设备购
置 1,606.00 万元；变更后研发大楼建设 4,464.00 万元、配电系统建设 300 万元、研发设备购置
1,206.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投入 4,777.33 万元，
其中超募资金已累积投入 2,483.09 万元。
3、公司 2015 年 9 月 14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北京科华微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11 月 13 日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出资人民币 4,272 万元受让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科华”）原股
东持有的北京科华 14.24%的股份，之后向北京科华增资人民币 8,000 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北
京科华 31.39%的股份，从而以此项投资为契机进入集成电路产业最关键材料之一的光刻胶领
域。本次投资均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超募资金。
4、公司 2018 年 12 月 2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年产 170 吨 MO 源和高 K 三甲基铝生产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1 月 9 日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000 万元投资“年产 170 吨 MO 源和高 K 三甲
基铝生产项目”，其中 8,000 万元用于在安徽省全椒县设立全资子公司南大光电半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并具体实施该项目；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投资“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年产 170 吨 MO 源和高 K 三甲基铝生产项目”超募资金已累积投入 8,000 万元；“ArF 光刻
胶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超募资金已累积投入 4,000 万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项目具体情况
南大光电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用现

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57.97%股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南大光电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山东
飞源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源气体”
“标的公司”）57.97%股权。本次受让股权及增资交
易（以下称“本次交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司以 3,685.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山东桓
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鲁泰道路”）持有的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前 17.07%的股权（对
应本次交易前飞源气体的注册资本数额为 1,100.00 万元）；第二部分为公司以 21,000.00 万元的
价格认购飞源气体新增注册资本 6,268.6567 万元。本次增资款中，6,268.6567 万元计入飞源气
体注册资本，其余计入飞源气体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飞源气体注册资本变更为 12,711.0367 万元，南大光电将持有飞源气体
57.97%的股权（对应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后注册资本数额为 7,368.6567 万元），飞源气体成为南
大光电的控股子公司。
为更好的实施本项目，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公司本次投资的财务成本，前述投资
安排中，南大光电拟使用首发上市超募资金不超过 6,523.00 万元（含），本次交易对价金额超
过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部分，将由南大光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Q66TG0H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高青化工产业园 4 号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巩国防
注册资本：6,442.38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三氟化氮、六氟化硫、氢氟酸、六氟化钨、氟化氢钾、氟化钾、硫酸氢钾、硫

酸镍、氟化氢（无水）销售（不含储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飞源气体系由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飞源科技”）通过分立方式设立。分立前
的飞源科技成立于 2015 年 4 月，经营产品包括三氟化氮、六氟化硫、六氟化钨、四氟化碳、
五氟化碘、六氟丁二烯、八氟环丁烷等，其中三氟化氮和六氟化硫为主要产品。飞源科技经过
合法程序，采用存续分立的方式设立飞源气体并由该公司主要从事三氟化氮、六氟化硫及其副
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二）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飞源气体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1

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2,574.00

39.95

货币

2

宋学章

1,980.00

30.73

货币

3

浙江新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997.38

15.49

货币

4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891.00

13.83

货币

6,442.38

100.00

--

合计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本次股权收购并增资完成后，飞源气体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1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368.6567

57.97

货币

2

山东桓台鲁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1,474.0000

11.60

货币

3

宋学章

1,980.0000

15.58

货币

4

浙江新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997.3800

7.85

货币

5

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891.0000

7.01

货币

12,711.0367

100.00

合计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
式

序号

-

（三）投资金额
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11 日为估算基准日，对飞源气体进行估值并出具的《基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拟整合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价值估值报告》【闽联合中和评咨字（2019）
第 6023 号】，确定飞源气体的全部股权投资价值为 21,60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上述估值结果
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飞源气体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价格确定为 3.35 元，其中，公

司受让鲁泰道路持有飞源气体本次交易前 17.07%股权的总对价为 3,685.00 万元；公司认购飞
源气体新增 6,268.6567 万元注册资本的总对价为 21,000.00 万元。
（四）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拟均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发上市超募资金不超过 6,523.00 万元
（含），本次交易对价金额超过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
本次投资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三、关于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必要性、可行性、对公司的影响及主要风险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含氟电子特气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国家“十三五”规划，已经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国家振兴的首要产业。据海关数据显示，
2018 年我国进口芯片数量为 4,175.7 亿件，同比增长 10.8%，而进口金额达到 3,120.5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8%。中国芯片进口额已连续多年超过石油成为最大的进口商品。近期的中美贸易
战表明，集成电路严重依赖进口已成为我国经济“卡脖子”的短板。
然而，国内集成电路领域所需的关键原料，尤其是电子特种气体，90%以上被国外企业垄
断。近期日本宣布对韩限制出口 3 种产品，其中 2 种是含氟电子材料，分别是氟化氢和氟聚酰
亚胺。7 月 20 日，日经新闻报导，因担心迂回进口，日本开始强化对华出口限制。由此可见，
含氟电子特气国产化，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因此，大力发展具有
自有知识产权的含氟电子特种气体，是缓解主要电子材料“卡脖子”困境的关键举措，对我国
相关行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2、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
（1）半导体行业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 6532 亿元，同比增长 20.7%。
据推测，2020 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 9,300 亿元。IC 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
的趋势将会持续。
NF3 作为半导体生产必不可少的特种气体，随着制程工艺的提升，其用量增速远高于 IC 产
能增速，2019 年-2022 年国内市场复合增长率预计达 20%以上。

（2）显示面板行业发展
近年来，全球显示面板的需求量持续增加，其中 TFT－LCD 产值占 FDP 产业的 91％。从
全球 TFT-LCD 产业格局来看，中国显示行业不仅突破了 4.5 代、5 代、6 代、8.5 代线，京东
方的 10.5 代线也已量产；过去一直由韩国三星、LG 垄断的 OLED 产业也已突破，整个显示行
业已由原来的日韩台三足鼎立，转变成三国四地的产业新格局。
中国面板产能从 2%（2005 年）的全球占有率，攀升至 35%（2017 年），跃居全球第二。
2017 年底，中国大陆建成投产的面板生产线 40 条，其中 8.5 代线 11 条、10.5 代线 1 条；在建
的 8.5/10.5/11 代线共 4 条；未来还有 BOE、LGD、HKC、CEC 等厂商的 10.5 代线建设计划陆
续落地。
NF3 作为显示面板生产必不可少的特种气体，随着高世代线的投产及 OLED 的发展，其用
量将较快增长。
（3）半导体工艺技术进步带动 NF3 需求持续上升
全球范围内，已建成的工厂还未出现能大规模替代 NF3 作用的技术。半导体芯片和平板显
示工厂投资庞大，一座厂的投资达 200-600 亿人民币，生产工艺在建厂时就已固定，除非新建
工厂引进新的技术。NF3 具有优异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而且对表面无污染，可显著提高清洗
速度。
利用远程 NF3 清洗替代原位氟碳化合物清洗，远程 NF3 清洗可高达 95%-99%的利用率，
可以减少>95%的 PFCs 排放量，是国际上目前性价比最高、环境友好的清洗气体。
在更先进的制程中，NF3 的单位用量将持续上升。CVD 过程和 CVD 腔体清洗需求量不断
上升，NF3 的用量提升。目前随着半导体芯片技术发展，芯片需要堆积更多半导体层和绝缘层，
以及平板显示技术的高速发展，尤其是 OLED 技术的日渐成熟，需要更多层的光罩。
（二）可行性分析
飞源气体是国内含氟电子特种气体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尤其以 NF3、SF6 为主打产品。本
次合作，将有利于南大光电做大做强含氟电子特气业务。
1、主要产品应用及发展前景
（1）NF3 作为一种特种电子气体，具有优异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而且对表面无污染，

是电子工业中一种优良的等离子蚀刻气体。其主要应用领域包括：IC（集成电路）行业、LCD
（面板显示）行业等。
（2）SF6 具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及优异的灭弧性能，其耐电强度为同一压力下氮气的
2.5 倍，击穿电压是空气的 2.5 倍，灭弧能力是空气的 100 倍，是一种优于空气和油的新一代
超高压绝缘介质材料。电子级高纯 SF6 是一种理想的电子蚀刻剂，被大量应用显示面板、半导
体加工过程中的干刻（Etch）。
2、飞源气体的竞争优势分析
飞源气体作为国内 NF3 重要供应商中唯一民企，飞源气体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产业化取得成功，并积累了国际领先企业的供货经验
经过近 3 年的市场验证，飞源气体的产品成功进入国内国际多家行业领军企业主要供应商
目录，并在通过批量供货和持续服务，得到客户的良好评价。
（2）团队 20 年氟化工经验，技术成本优势显著
飞源气体团队中技术、管理或销售方面的骨干成员，在氟化工工程方面具有 20 年的从业
经验，具备创业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和工艺方面的后发优势，初期投资、成本控制、产品工艺
持续革新能力均较强。
3、持续研发能力较强，完成多种关键含氟电子材料技术储备
飞源气体生产装置采用的生产技术由其总经理宋学章带领部分技术人员自主研发。公司成
立后，在总结吸取前期氟化工工程和工艺技术的基础上，组建了飞源气体的技术研发中心，为
装置工艺改进和新产品研发积极开展各种研发活动。
分立前的飞源科技自成立之初，就积极筹备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并在 2017 年通过了高新
技术企业的认定，其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和运行的要求、客户对公司设计开发工作的要求、
实际工作高效流畅的原则，制定了系统的《设计和开发程序》，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断完善。
所有研发活动，都按照高新技术企业和《设计和开发程序》的要求实施。现已拥有授权发明专
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另有 4 项发明专利处于实审阶段。
（三）对公司的影响

飞源气体作为国内 NF3 重要供应商中唯一民企，在 NF3 产品的制备、充装、安全生产、质
量控制、安全运输等方面已取得了全面突破，并通过为国际领先企业批量供货，积累了丰富的
市场和客户服务经验。
团队拥有 20 年氟化工工程经验，具有创业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及工艺方面的后发优势，
其初期投资、成本控制、产品工艺持续革新能力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司持续研发能力较强，
已经完成多种关键含氟电子材料的产业化准备。
南大光电是国内电子材料行业领军企业，双方在客户、技术、管理、资本等领域，均存在
较强的协同性。本次交易，一方面将大幅增强飞源气体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对南大光电电子
特种气体业务的布局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四）主要风险分析
1、市场竞争风险
尽管 NF3 产品现阶段价格相对稳定，新的竞争对手并未出现，但国内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措
施薄弱，盈利能力较强的产品一旦放量，市场进入壁垒往往会被跟进者突破。一旦出现此种情
况，市场价格可能出现超预期的下降，严重影响公司盈利能力，乃至市场竞争地位。为应对可
能的市场跟进者，南大光电将帮助飞源气体尽快突破产能瓶颈，并在产品质量和稳定性获得市
场认可的前提下，提升成本优势。南大光电还将发挥自身电子气体纯化技术优势，帮助飞源气
体在 LED 及 IC 电子材料提升纯化技术，为公司提高在国际高端市场的占有率做好技术和产品
的准备。
2、管理风险
飞源气体作为一家民营创业公司，其在公司管理、治理结构、决策流程等方面都有待进一
步完善。交易完成后，日常经营管理仍主要由原管理团队负责。所以原管理团队的管理规范性
和对现代企业制度的适应程度，以及对南大光电管理体系的融入进程，可能成为公司未来发展
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改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一方面，在投后的公司
章程、机构设置、流程安排等方面全面落实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一切重大决策需经董事会决
策，管理层在董事会的授权和监督下管理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南大光电将对飞源气体的管理
人员进行定期交流与培训，使管理层充分了解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在实现高效协同的
同时，确保飞源气体的管理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3、核心团队整合风险
飞源气体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其拥有一支锐意进取的管理团队。然而，交易完成后，核心
团队的管理人员或骨干员工，是否能够并有意愿融入新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是否能够继续
全力以赴的投入企业建设，是决定企业长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旦整合后核心团队不稳定，
将会给企业后续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此次合作达成后，飞源气体将会实行员工激励制度。该
制度安排有利于管理团队与公司利益长期保持一致，从而起到提升员工主人翁精神和创业意识，
鼓舞士气，统一思想，提升管理团队稳定性的作用。
四、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2019年8月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
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57.97%股权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山东飞源气体
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2019年8月5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用现金收购及增资方
式取得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57.97%股权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山东飞源气体
有限公司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6,523.00万元（含）投资山
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2014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三）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认为：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6,523.00万元（含）投资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南大光电电子特种气体业务的布局与发
展，实现产业延伸，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的影响力。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2014年12月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超募资
金使用计划。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太平洋证券认为：公司本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6,523.00 万元（含）投资山
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全体独立
董事、监事会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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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
上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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