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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铁流股份有关事项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铁流股份”）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等议案，铁流

股份拟现金收购控股股东杭州德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持有的湖北三

环离合器有限公司和湖北慈田智能传动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计划将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建设完成。

2019 年 8 月 15 日，铁流股份收到贵所发来的《关于对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162

号），根据问询函要求，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铁流股份首发上市持续督导

保荐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回复如下：

一、公司公告拟将“年产 30 万套离合器系统模块生产线技改项目”、“年

产 10 万套液力变矩器生产线技改项目”、“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9 年 5 月 31 日延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一）结合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安排、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实际实施情

况，进一步说明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说明】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铁流股份未完成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安排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铺底

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

投资额

项目建设

完成率

年产 30 万套离合器系统模块

生产线技改项目
4,400.00 1,913.43 450 3950 48.44%

年产 10 万套液力变矩器生产

线技改项目
5,315.00 1,083.37 300 5015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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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4,450.00 1,039.08 4000 26%

上述未实施完毕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完工的具体原

因分析如下：

1、年产 30 万套离合器系统模块生产线技改项目

离合器系统模块主要是指将离合器盖总成、从动盘总成、分离轴承总成、飞

轮总成进行整体装配和销售，以满足客户对离合器传动系统的整体匹配性、稳定

性的需求，因此本项目主要扩产的对象是分离轴承总成和飞轮总成的生产与加工。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基本完成对分离轴承总成部分新增设备、场地调

整等建设工作，项目建设进度达 48.44%。但在飞轮总成的技改投入建设中，公

司根据目前市场实际情况重新开展了国内和国外市场调研，预测得出原定的建设

方案在产品品质和工艺自动化上有所欠缺，故重新选型了飞轮金工生产线、数控

车削中心、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目前已进入设备采购合同签署阶段，但由于相

关设备需要生产厂家重新进行研发试验定型，导致部分设备订购出现拖延。此外，

另有部分设备由于厂家生产排期较长时间，导致到货时间延迟。由此导致项目实

施进度延期。

2、年产 10 万套液力变矩器生产线技改项目

液力变矩器主要用在乘用车、工程机械、重型汽车等几个领域，其中乘用车

市场是最为庞大的，也是对产品操纵的方便性和舒适性要求最高的。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实现工程机械液力变矩器产品销售额 2,801 万元，但

在乘用车市场，去年以来国内整车产销量下滑、乘用车汽油标准处于“国五”至

“国六”的切换过渡期、主机配套质量体系论证以及新能源汽车销量上升等因素

给公司开发乘用车液力变矩器市场客户带来一定难度。有鉴于此，公司在大规模

投入乘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和测试设备时，结合目前国内汽车市场环境和发展趋

势进行了重新论证和分析，并且对原定的工艺做了改进和设备选型，将计划引进

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转成国内采购生产，但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开发速度低于原

来预期，由此导致乘用车液力变矩器技改项目实施进度低于预期。公司后续将坚

持谨慎和节约的原则，对该项目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并针对项目的具体实施

进展进行及时更新和披露。

3、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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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中心改造项目实施进度低于预期，主要原因是在项目实施过程，国

内汽车行业遇到了国家颁布商用车排放标准升级、乘用车离合器升级为自调整离

合器、新能源汽车中混合动力离合器占比提升等情况，为此公司结合国内汽车市

场环境及未来发展趋势变化适时调整了部分原定测试设备选型，并计划新增自调

整离合器、双质量飞轮、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测试设备以及乘用车液力变矩器测试

和研发设备等。基于上述行业变化情况导致的重新进行新设备选型、执行设备采

购流程以及供应商安排加工生产周期等原因，公司对本项目实施计划进行延期。

（二）说明未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履行募投项目延期相关决策程序并及时

披露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说明】

公司未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之前做出项目延期决策，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在

实施上述三个项目的过程中，国内汽车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发生了预期之外的变

化，公司需要结合变化情况对相关项目的设备、技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部门调整，

因此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公司安排相关人员分

别对上述三个项目进行了新一轮的市场调研、论证分析、设备选型等工作。

由于相关项目建设方案调整内容较为系统和复杂，公司项目实施人员难以及

时在2019年 5月31日之前向公司提交各个项目的后续计划并确认项目建设延期

预计完工的具体时间。考虑到项目延期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在各项目实施团队经

过充分论证并确认项目建设延期时间后才履行了项目延期决策程序，导致推迟了

2个多月做出本次募投项目的延期决策。

（三）补充披露上述拟延期募投项目中未使用资金目前的具体流向，包括但

不限于募集资金存放位置、相关理财产品名称和对应金额、受托方、资金实际使

用方、收益率及到期情况等，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回复说明】

公司未使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一部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于支付项目建设支出，同时为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收益，节约公司财务费

用，公司使用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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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已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剩余募集

资金

（万元）

募集资金

存放位置
受托方

相关理财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到期情况 收益率

年产30万

套离合器

系统模块

生产线技

改项目

2,754.42

中国工商

银行杭州

临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杭州临北支行
银行活期存款 254.42 不适用 0.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7130 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2,500.00 2019.09.26 4.03%

年产10万

套液力变

矩器生产

线技改项

目

4,639.60

中国银行

杭州市余

杭支行营

业部

中国银行杭州

市余杭支行营

业部

银行活期存款 339.60 不适用 0.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7130 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4,300.00 2019.09.26 4.03%

研发中心

升级改造

项目

3,657.99

中国农业

银行杭州

余杭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杭州余杭支行
银行活期存款 357.99 不适用 0.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7850 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3,300.00 2019.10.17 3.9%

合计 11,052.01 11,052.01

综上，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

外，未用于其他用途，不存在被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四）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否与上述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的资金安排等事

项有关；

【回复说明】

如前所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30 万套离

合器系统模块生产线技改项目”、“年产 10 万套液力变矩器生产线技改项目”

和“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出现延期，其主要原因是公司结合近两年国内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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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变化情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市场开拓、设备选型、

技术及工艺等方面进行了重新论证分析和适时调整，并已明确了后续投资计划和

建设安排，与本次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的资金安排事项无关。

公司本次拟现金收购控股股东资产所需资金均来自企业自有资金或银行借

款。截至目前，所有未完成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在募集资金专户中进行管理和

使用，除基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通过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对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外，公司募集资金未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用

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回复说明】

保荐机构现场检查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情况，核查了募集资金账户

对账单、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协议、支出明细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文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铁流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符合项目建设实

际情况，相关项目仍在按计划建设实施，不存在出现重大变更的风险；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在对募投项目建设调整方案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并确认具体延期时

间后及时履行了项目延期决策程序，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要

求的情形。

2、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或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进

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用于其他用途或被控股股东等关联方使用的情况，公司

本次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募投项目延期与

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的资金安排无关。

二、公司前期披露，募投项目“年产 200 万套膜片弹簧离合器生产线建设项

目”拟投资金额 2.9 亿元，该项目已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1.33 亿元永久性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该募投项目目前的实施运行情况，是否已达预期可使用状态，是否与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预期产能和效益存在差异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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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说明】

公司年产 200 万套膜片弹簧离合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使用状态，达

产期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本项目建设投产的实际产能与预期产能不存在重大差异，项目生产经营处于

正常状态，具体经营效益有待进一步观察确认。同时，鉴于目前国内汽车市场景

气度下降，整车市场销售下滑，预计会对本项目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产生不利影

响。公司将在后续对本项目达产后实现的效益情况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定

期报告中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流向及用途；

【回复说明】

公司“年产 200 万套膜片弹簧离合器生产线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 29,134.53 万元，实际投资金额 17,076.81 万元，理财收益 1,244 万元，尚未

支付的项目尾款及质保金 1,643.59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13,301.72 万元。

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支出所需运营

资金。自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至今，公司日常经营中的主要支出包括支付

采购货款、支付职工工资、支付各项税费以及其他运营资金，截至目前已累计支

付日常运营资金超过 1.2 亿元。

（三）该募投项目实际投入资金与拟投资金额出现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及合

理性；

【回复说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 万套膜片弹簧离合器生

产线建设项目”已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建设完成，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节余募

集资金 13,301.72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理财收益和尚未支付的尾款

及质保金，实际金额应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

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1）

实际投资金

额（2）

已扣除手续

费后累计利

息、理财收

尚未支付的

尾款及质保

金

节余募集资

金（4）=（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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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3）

年产 200 万套膜

片弹簧离合器生

产线建设项目

29,134.53 17,076.81 1,244.00 1,643.59 13,301.72

合计 29,134.53 17,076.81 1,244.00 1,643.59 13,301.72

该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1、该项目投资计划系在 2014 年依据当时的项目建设成本做出，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一方面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保证项目质量的提前下，本着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严格控制项目成本支

出，合理地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另一方面公司改进了生产工艺和设备选型，增

加了自主研发设备的投入，减少了进口设备购置，同时实际支出的土建施工费用

比预算有所降低，节约了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形成了项目建设资金节余。

2、公司取得该项目建设用地及前期土地平整和基建合计支出 4,927.40 万元，

该部分建设资金系在公司股东大会做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决议之前投入，不符合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条件，故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减少了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3、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合理利用该募投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使得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合计约 1,244.00 万元。

4、目前，该项目建设支出中有约 1,643.59 万元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尚未进

行支付，由于相关资金支付时间周期较长，公司计划在未来合同到期时使用自有

资金进行支付。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回复说明】

保荐机构实地考察了“年产 200 万套膜片弹簧离合器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建

设完工及实际运营情况，核查了项目募集资金对账单、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合同、

资金支付凭证等，对公司将项目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决策文件进行核查

并发表了保荐意见，并进一步跟踪核查了相关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具体流向。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铁流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

产 200 万套膜片弹簧离合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按计划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项

目建设完成后形成的节余募集资金具有合理性，资金节余原因符合项目建设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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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相关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已实际用于日常营运资金支付采购货款、人

工工资及各项税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