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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G11181号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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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

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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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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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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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方面如实反映贵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获取合

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会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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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结

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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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

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号——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贵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为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金华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娅丽 

 

中 国·上海                   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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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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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1 号——信息披露公告

格式（202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

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34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2 月向

原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3,043,478.00 股新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8.05 元，

共计募集人民币 10,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26.14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0,073.86 万元。截至 2016 年 2 月 28 日，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

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135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073.86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3,713.67 

本年度使用金额 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4.1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374.35 

减：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300.00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4.35 

 

(二) 2018 年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95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发

行股份 61,210,970 股，发行价格为 8.96 元/股，本次共募集配套资金 54,845.03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1,366.17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3,478.86 万元。截至 2018 年 1

月 9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

会师报字[2018]第 ZG10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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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始，截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5,465.88 万元，对需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3,542.52 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G10024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并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完成了前期投入的募集资金置换。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845.03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2,263.29 

2020 年度使用金额 7,864.88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2,617.03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7,333.89 

减：现金管理金额 7,220.00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0,000.00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13.89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洛阳轴

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该制度经公司董事会 2008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修订。 

 

(一)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6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工行洛阳长春支行以及德邦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2017 年 5 月 3 日，因公司聘请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作为

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公司解除与德邦证

券签署的保荐协议，同日公司与工行洛阳长春支行、华融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已得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洛阳长春支行 1705021229200041894  10,073.86  74.35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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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合计 ——  10,073.86  74.35 —— 

 

(二) 2018 募集配套资金管理情况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华融证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郑州磨料

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华融证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西苑路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已得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铁路支行 
41050178360800000202  25,605.46   99.20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西苑路支行 
53760188000010789  27,647.40  14.69 活期 

合  计    53,252.86  113.89 —— 

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据此，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进行现金管理开立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   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路支行 41050278360800000010   1,000.00  7 天周转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西苑路支行 53760181000006012    6,220.00  7 天周转 

合  计  7,220.00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附表 2 和附表 3《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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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4和附表 5《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表》。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附表 1： 

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073.8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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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3.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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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

目 
否 10,073.86 3,713.67 0.00  3,713.67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0,073.86 3,713.67 0.00  3,713.67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铁路轴承领域无产业化经验，无对铁路系统批量供货经历，在高铁轴承产业化推进方面存在短板。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涉及到轨道交通轴承（包括铁路轴

承、地铁轴承等）的业务统一由合资公司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公司现持有其 40%的股权）经营，公司以建设高铁轴承产能为目的的“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

示范线建设项目”已无实施必要，经公司 2018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实施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剩余资金继续按募集资金



 

 

进行管理，按照有利于公司主业发展的原则，在充分论证后用于新的用途。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22 日，公司实际投入“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6,981.86 万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6,981.86 万元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7 年 1 月 19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6,3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已将 6,30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2.2018 年 1 月 29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3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已将 6,30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3. 2019 年 1 月 23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3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19 年 8 月 7 日，已将 6,30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4. 2019 年 8 月 1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3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已将 6,30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5. 2020 年 4 月 2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3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剩余资金继续按募集资金进行管理，按照有利于公司主业发展的原则，在充分论证后用于新的用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2016 年 11 月 11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高铁轴承相关业务及转让“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将高铁轴承有关业务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公开挂牌交易的方式转让予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包括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



 

 

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形成的部分设备等。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将转让资产中涉及的募集资金投入部分（3,322.82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附表 2：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845.0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7,864.8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558.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30,128.1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558.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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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超硬材料制品智能制造新模式项

目 
否 17,486.00 17,486.00  1,425.89   12,534.12  71.68 2021.0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3S 金刚石磨料项目 是 8,699.90 23.14 0.00 23.14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3、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否 6,643.20 7,051.03  2,183.08   3,778.92  53.59 2022.0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新型高功率 MPCVD 法大单晶金刚石项

目 
否 18,947.50 18,947.50  4,184.40   11,343.85  59.87 2021.1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高速重载轴承精密加工用系列砂轮项目 否 1,068.43 1,068.43  71.51   855.96  80.11 2019.12 55.84 不适用 否 

6、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一期项目 否 0.00 6,558.00 0.00 0.00 0.00 2023.0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中介机构费用 否 2,000.00 1,592.17 0.00 1,592.17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4,845.03 52,726.27 7,864.88 30,128.16 57.14 —— 不适用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 2019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实施“3S 金刚石磨料项目”。 

经公司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剩余资金 6,558.00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

一期项目”，剩余资金 2,118.76 万元继续按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经公司 2019 年 8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变更“新型高功率 MPCVD法大单晶金刚石项目”实施地点，原实施地点为郑州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梧桐街 121 号第二联合厂房，变更后实施地点为洛阳市伊川县产业集聚区纬四路心里程院区三号楼。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经公司 2019 年 9月 5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增加郑州三磨超硬材料有限公司为“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实际金额为 5,465.88 万元，符合条件可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 3,542.52 万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3,542.52 万元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9 年 8 月 1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该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已将 20,000.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2. 2020 年 4 月 2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继续用于募集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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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

线建设项目 

5,968.30  5,968.30 100.00     

合计  5,968.30  5,968.3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 

变更原因：“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外部形势变化及内部战略调整，继续实施该项目已无可行性。 

决策程序：2018 年 1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年产 50 万套精密

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情况：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对外披露《关于终止实施“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 4：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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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

业化基地一期项目 

3S 金刚石磨料项

目 

6,558.00    2023.0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6,558.0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3S 金刚石磨料项目 

变更原因：“3S 金刚石磨料项目”主要目标是用 3S 金刚石磨料逐步替代 CBN 磨料，实现 3S 金刚石磨料在铁系金属等磨削领域中的广泛

应用。近年来，CBN 磨料市场价格大幅降低，导致 3S 金刚石磨料可被市场接受的价格比原可行性研究时大幅下降，继续实施该项目已难

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效益，为控制投资风险，终止了该项目。变更后项目“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一期项目”的产品为 UV 膜，UV

膜作为一种特种功能膜，具有较高的初始粘着力，经 UV 光照射后其粘着力急剧降低，主要应用在半导体行业晶圆、封装件等的研磨、切

割工序，以及光电行业玻璃基板等的开槽、切割、酸洗制程。近些年来，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中国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信息产业成为“两

化融合”的基础。预计未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仍会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这为本项目的成功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决策程序：该次变更募集资金经公司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公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于“精密超硬材料磨具产业化基地一

期项目”建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6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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