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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9〕4290号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科股份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 2018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申科股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申科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申科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申科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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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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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申科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8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申科股份公司募集资金 2018 年度实际

存放与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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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709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2,500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 14.00元，共计募集资金 350,000,000.00 元，坐扣承

销和保荐费用 25,000,000.00 元(不含预付承销费 7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25,000,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1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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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8,156.21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为 314,421,843.7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

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1〕469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 87,036,282.16 元，以前年度已使用超额募 

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56,987,295.40元、支付土地款税费及配套费 12,059,492.00 元以及项

目履约保证金 1,309,200.00 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689,101.91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理财收益为 363,945.21 元，以前年度已使用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1,695,012.85元。 

本公司 2018年度已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 11,203,000.00元，2018年度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余额 85,000,000.00 元，2018 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余额 29,000,000.00 元，2018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存出保证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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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000.00元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2018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34,837.65元，2018年度收到的理财收益为 382,116.44

元。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98,239,282.16 元，累计已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70,355,987.40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1,695,012.85元，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存出保证金余额 1,237,000.00 元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923,939.56元，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为 746,061.65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4,564,5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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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财收益；不包括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余额 85,000,000.00元、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

余额 29,000,000.00元和使用募集资金存出保证金余额 1,237,00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2月 15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

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有 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1211024029245236335 174,027.81 

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募集

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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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398759777160 4,138,021.80 

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

线新建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诸暨支行 
7334710182100024201 242,657.58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甲板机械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

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湖墅支行 
571904935910303 7,893.31 超额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行 
33001656335053020592 1,962.09 超额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4,564,562.59  

注：上述募集资金余额中不包括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余额

85,000,000.00元、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余额 29,000,000.00元和使

用募集资金存出保证金余额 1,237,000.00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 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14,421,843.79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244,170,000.00

元，超额募集资金为 70,251,843.79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超募资

金 70,355,987.40 元,超额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未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超募资金专户

余额 9,855.40元系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形成的结余。 

3. 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 2017年 6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9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 12个月。2018 年 6月 8日，公司已将上年度补充流动资金的 90,000,000.00元闲置

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85,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 12个月。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

还的余额为 85,000,000.00 元。 

4. 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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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

3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2018 年度，公司依据上述决议将闲置募集资金累计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

额为 60,000,000.00 元，到期赎回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60,000,000.00 元，取得理财收益

219,205.48元。 

经 2018 年 9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

3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018 年度公司依据上述决议将闲置募集资金累计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79,000,000.00 元，到期赎回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50,000,000.00 元，取得理财收益

162,910.96元，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尚有 29,000,000.00元理财产品未赎回。 

5. 本期使用募集资金存出保证金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情况 

经 2018年 9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将以银行承兑汇票

方式支付的募投项目应付款项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入定期保证金账户，以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部分工程款、材料设备采购款等。2018 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存出保证金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1,237,000.00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237,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未到期。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1．关于终止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的说明 

2014年 1月 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滑动轴承

生产线技改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973.03万元，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169.50

万元，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为 17.40万元（含尚未支付的设备质保金 15.54万元以

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关于调整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说明 

2014年 1月 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场地建设方式的议案》。具体调整方式如下：研发中心大

楼由原先的五层框架结构建筑改为单层厂房设计，总建筑面积由原先的 7,500平方米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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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0平方米，该厂房、试验厂房将联合建造，并与“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2011

年 12月已更名为年产 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的联合厂房进行连接。 

3．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说明 

2017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受国内外经济整体环境的影响，公司拟转投市场需求量旺盛且自身

优势明显的甲板机械行业进行研发，研发的产品及技术主要用在民用及军用船舶、钻井平台

等领域。据此，公司决定终止“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并将该项目扣除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

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尚有合同尾款 2.62万元未支付。 

4．关于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的情况说明 

2018年 6月 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部分设备及实施进度的议案》，因“年产 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编制时间较早，所选设备符合当时要求，但随着设备技术的升级改进及工艺要求

的提高，原选用的部分设备己不能很好地满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为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

更好的提高设备的综合配套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

下，对“年产 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的部分设备进行优化调整。 

5．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说明 

2018年 6月 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部分设备及实施进度的议案》，受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为防止出现产能过剩，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先充分利用现有的轴承生产加工能力来满足市场订单需

求，放缓“年产 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项目延期后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万元) 
计划完成日期 延期后完成日期 

年产 1200 套高速滑动轴

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11,989.00 2018年 7月 31日 2019年 7月 31日 

小  计 11,989.00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1所述，2014年 1月 13日，公司终止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的

实施，未能按原承诺投资总额实施投资，虽该项目中已结转固定资产的设备可以提高产品的

镗、铣、划线工序等效率，但不具备完整单独生产产品的能力，因此无法单独形成生产能力

并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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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专项报告三(二)3所述，2017年 4月 24日，公司终止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

将项目扣除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

研发的产品及技术主要用在民用及军用船舶、钻井平台等领域。该项目不形成生产能力。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2、4和 5所述，公司对年产 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的实施方案和实施进度进行了调整，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的投资进度仅为

27.13%，因此尚未形成生产能力。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1所述，2014年 1月 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4年 1月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169.50万元。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3所述，2017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终止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并

将该项目扣除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建设。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04.00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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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442.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20.3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029.0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064.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9.29%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滑动轴承生产

线技改项目 
是 8,136.00 4,988.57  4,973.03 — 

详见本专项

报告三

(二)1、3、4

和 5 之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

之说明 

是 

2.年产 1200 套高

速滑动轴承生产

线新建项目 

否 11,989.00 11,989.00 914.80 3,252.50 27.13 否 

3.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 
是 4,292.00 1,397.02 2.50 1,394.40 — 是 

4.甲板机械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是  2,894.98 203.00 204.00 7.05 建设周期 2年 否 

5.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是  3,169.50  3,169.50 100.00 —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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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24,417.00 24,439.07 1,120.30 12,993.43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  5,698.73  5,698.73   5,698.73 100.00 — — — — 

2.购置储运中心

土地 
—  1,500.00  1,500.00   1,336.87  89.12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7,198.73  7,198.73   7,035.60      

合  计 － 31,615.73 31,637.80 1,120.30 20,029.0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1 和 3之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2 之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2 和 4之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截至 2011年 11 月 16 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 3,668.70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668.70 万元，其中滑动轴承

生产线技改项目 3,340.00 万元，年产 1200 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303.10 万元，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 25.60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3 之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二(二)和三(二)之说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暂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或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暂时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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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滑动轴承生产

线技改项目 
3,169.50  3,169.50 100.00    否 

甲板机械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 
2,894.98 203.00 204.00 7.05 建设周期 2 年   否 

          

          

合  计 － 6,064.48 203.00 3,373.50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1 和 3之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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