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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3]000826号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双林股份”或“公司”）编制的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双林股份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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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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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双林股份《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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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对双林股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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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双林股份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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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双林股份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鉴证报告仅供双林股份申请发行证券之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双林股份证券发行

申请文件的必备内容，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孙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剑锋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1 页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双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06号）核

准，双林股份向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39,785,515 股股份、向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6,721,448股股份、向宁海吉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发行 1,647,433

股股份、向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发行 6,406,68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相关发行股份每股

面值 1元，发行价为 25.13元/股。根据公司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调整，发行价格由 25.13元/股除息后调整为 24.98 元/股，

发行数量调整为 64,948,757股。 

相关资产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海吉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宁波双林汽车部

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林投资”）合计 100.00%的股权。公司依据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年 4月 30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

购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7]第 212号），

双林投资 100.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231,674.7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对

价合计为 230,000.00万元。其中，双林股份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162,242.00万元，占交易

对价的 70.54%，以现金方式支付 67,758.00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29.46%。 

另双林股份拟以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3,943.68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的 100%(不包括交易对方上海华普在本次交易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

的交易价格 23,000.00万元)，且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

即不超过 80,153,849 股。上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未发行成功，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64,948,757 股仅涉及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双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宁海吉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双林投资 100%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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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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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中认购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8年 6月 28日，双林投资在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6308939428Q）。

本次变更完成后，双林投资成为双林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2022年 1月 27日，双林投资在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林股

份将双林投资 100.00%股权出让给集团内全资子公司宁波诚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次变

更完成后，双林投资仍受双林股份实际控制。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生产经营情况 

双林投资从属汽车零部件行业。主要经营活动：汽车部件项目投资；汽车自动变速器及

零部件的设计、制造、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润滑油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与技术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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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林投资五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9.30[注]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营业收入   1,581.51   13,484.03   18,724.02   86,307.57  182,551.74  242,511.58  

资产总额  65,267.38   77,290.40  103,673.75  110,577.09  155,325.47  167,814.11  

负债总额  16,057.53   25,870.18   37,338.84   44,407.19   57,304.95   81,783.47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49,209.84   51,431.48   66,334.91   66,169.90   98,020.52   86,030.64  

注：2022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双林股份与双林投资原股东签订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原股东承诺：双林

投资 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7,000.00万元、25,200.00万元、34,300.00万元和

41,200.00 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交易对方将按照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

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偿。 

双林投资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8,096.60 万元、12,404.96万元、-29,629.92万元和-

942.62万元，累计-70.98万元，除 2017年度以外未实现相关业绩承诺。上述业绩承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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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每年度出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

报告。 

截止目前，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海吉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

司就双林投资 2018-2020年度的业绩补偿责任均已履行完毕。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就双林投资 2020年度的业绩补偿责任尚未履行完毕，公司已于 2021年 9月

委托律师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等 15 名被告就业绩补偿事项提起诉讼。截止本报告出具日该案尚未判决，宁海金

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履行情况以法院判决金额及执行结果为准。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2018年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1、2018 年度行业低迷，自 1990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导致公司多个新项目终止、

暂停或推迟。  

2018年我国汽车产销 2780.9万辆、2808.10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2%、2.8%，整个行

业面临较大的压力。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个别合作项目的整车厂出现资金链断裂、经营

恶化，如高通汽车、北汽银翔，涉及到 S01项目、C20、C30、C21项目。同时，由于整体消

费能力下降，各大车企都采取了更保守、谨慎的市场策略，原签署开发意向书、保供协议、

产品开发合同的多个新项目，均出现了终止、暂停等情形，或推迟了车型上市时间，从而影

响原预测产销量的达成，如比亚迪 SAFG、MEFD、HADFD项目、九龙艾菲车型、长丰猎豹 Q6、

CT7车型。同时，在行业下滑的基础上，公司变速箱的产品特性，公司的客户结构、配套车

型较行业相比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公司产品配套主要以自主品牌 SUV乘用车为主，其中更

以排量 2.0L以上车型为主。2018年度自主品牌全年销量 998.0万辆，下降 8.0%，排量 2.0L

以上乘用车更是下降 13.2%，相比行业，公司产品细分领域处境更为艰难。 

2、国六排放标准的影响。 

2018 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广州、深圳等多个省市纷纷宣布将于 2019

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同时，2018年 6月 28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重

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进一步加速了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

为此，许多客户整车厂政策上进行调整，暂停或者取消国五排放标准项目开发，直接开发国

六排放标准项目。因公司当时定点的多是国五排放标准项目，故带来较大影响；同时由于双

积分政策的实施，各主机厂纷纷转战新能源，对传统燃油车分流了资源、开发意愿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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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外部因素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具体影响 

①由于上述 1、2原因，导致订单萎缩及主营业务减少，从而导致毛利大幅减少； 

②由于导致订单萎缩导致采购规模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影响到原材料的采购成本

及年度降价；同时，受市场原材涨价影响，零部件采购原材料主要有钢材、铝材、有色金属、

橡胶等，除铝材市场价格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他原材都存在 3%-9%的上涨，同时包装辅材也

存在不同程度的涨价，从而影响到采购成本； 

③由于定点项目的暂停、终止，导致的研发支出费用化和原材料呆滞减值； 

4、汇率及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的影响 

①受汇率影响，公司变速器零部件 40%左右依赖进口，结算方式主要有美元、澳币、韩

元，2018年除澳币外，其他外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上涨； 

②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美国进口产品从 7 月份开始在原关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5%的

关税，从而再一次影响到采购成本。 

2019年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1、2019年度行业持续低迷，未来短期内仍将面临下行压力 

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万辆和 2,576.9万辆，较 2018年分别下滑 7.5%

和 8.2%。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环保标准切换及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素令行业承受较大压力，

造成产销量降幅扩大。公司主要合作的自主品牌规模持续下挫，零部件企业在原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主机厂向零部件厂商层层转嫁成本压力双重影响下，大幅挤压本土零部件企业盈利

空间。面对上述形势，公司尽全力采取措施降本增效、弥补短板，巩固现有事业部各产品的

成本和竞争力，同时严格控制投资及费用支出，但因产销整体下滑导致公司规模效益未得到

充分发挥，配套项目未能如期量产或减产，对当期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2、在行业下滑的基础上，就公司的产品特性，公司的客户结构、配套车型较行业相比

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 

①公司产品配套主要以自主品牌为主，如吉利、力帆、华晨鑫源、北汽银翔等，例如吉

利作为国内品牌销量最大的车企，2019年乘用车销量跌幅达到 10.5%，由于不及预期，吉利

将原定的全年销量目标从 151万辆下调为 136万辆；北汽银翔已停产，力帆也已面临困境； 

②公司产品配套主要以乘用车（2019 年销量跌幅 9.5%），其中更以排量 2.0L以上车型

为主，公司变速箱扭矩较大（扭矩在 260-470 牛米之间）、重量较重（质量 97kg 左右），较

适合各类大功率、大排量车型；据统计，2019 年乘用车全年销量同比下降 3%；尤其是售价

20万元以下的中低端车型，消费需求下降较快； 

③公司产品主要配套 SUV 等车型，据统计，2019 年自主品牌 SUV 销售 935.3 万辆，下

降 6.5%；同时，公司主要配套车型吉利博越 2019年销售 22.8辆，累计同比下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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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行业整合的影响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速开始回调，复苏态势出现逆转；2019年我国经济供

需双疲弱，经济增速下行。长短周期叠加下行压力下，当期居民收入增速低位波动，消费能

力受到影响。在行业宏观需求降低的冲击下，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显著降低消费需求，这反

映在 2019 年中低价位车型需求下降明显，但豪华车型却仍有所增长。由于多数国内自主品

牌车企主要瞄准中低端市场，故面临严重挑战，其销量所占份额已低于国内市场总销量的

40%，多个自主品牌车企已濒临破产、资金链断裂，部分车企已进入破产程序。同期，随着

国内汽车市场进一步开放，海外著名车企加速布局国内市场，特斯拉上海项目就是最好的例

证。 

由于公司客户多为国内自主品牌车企，因此，本次行业整合对公司造成了较大影响。 

4、公司自动变速箱主要客户流失影响 

2017 年正值国内 SUV 红火市场的末期，公司 6AT 匹配吉利博越车型，受到消费者一致

好评，其中月销量最高达到 3万台左右，公司 6AT车型占比 70%以上。2018年，因吉利汽车

内部自产 7DCT 需要配套和品牌升级，吉利博越车型在国六标准实施阶段，要求将变速箱切

换吉利自制 7DCT和爱信 6AT产品。2019年 5月，随着国六标准实施计划的落地，老款车型

停售，仅保留部分出口车型，导致 2019年公司 6AT自动变速箱销量断崖式下跌。 

5、商誉减值影响 

截止 2019 年末，双林投资商誉账面价值为 16,334.72 万元。基于双林投资目前的业绩

情况，双林投资判断在未来短时间内很难扭转业绩情况，相关资产组减值迹象明显出现并持

续，公司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双林投资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低于含商誉资产组公允价值，故

对双林投资剩余商誉 16,334.72万元全额计提减值。 

2020年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1、2020年乘用车产销量下降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受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及市场需求等综合因素的影

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在乘用车领域，2020 年度我国乘用车产销量

分别为 1,999.4万辆、2,017.8万辆，与 2019年相比分别下降 6.5%、6.0%。双林投资的变

速箱产品作为汽车核心部件之一，其销量与乘用车行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伴随国内乘用

车销量下降，双林投资的变速箱产品销量不断下滑。面对上述严峻形势，双林投资采取措施

降本增效，严格控制投资及费用支出，但因变速箱业务产量和销售出现整体下滑，导致规模

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配套项目减产或未能按期量产，对双林投资当期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2、公司产品下游主要细分市场需求出现下滑 

双林投资的变速箱产品主要应用于传统燃油车，并且主要为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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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一方面，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整车厂逐步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不断加速，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136.6 万辆、136.7 万

辆，与 2019 年相比分别上涨 7.5%、10.9%，但我国传统燃油车市场却出现负增长的态势。

另一方面，2020年度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的销量为 774.9万辆，与 2019 年相比下降 8.1%，

市场份额下降 0.8%。综上，受新能源汽车发展挤占传统燃油车市场的影响以及中国自主品

牌乘用车产销量下降的影响，双林投资的业绩出现下滑。 

3、公司主要客户流失对业绩造成影响 

2017 年，双林投资的 6AT 变速箱产品主要配套吉利博越车型，由于博越受到消费者的

喜爱和好评，该车型月销量最高达到 3万台左右，其中约 70%的已销售车辆使用双林投资 6AT

变速箱产品。2018年，吉利汽车开始自主生产 7DCT变速箱产品，在“国六“标准实施的背

景下，决定将吉利博越车型的变速箱更换为自主生产的 7DCT产品。2019年 5月，吉利博越

老款车型停止销售，仅有部分出口车型继续使用双林投资的 6AT变速箱，导致双林投资 6AT

变速箱 2019 年的销量出现断崖式下跌。由于主要客户的流失，以及后续新开发的客户因项

目开发进度及技术沟通等因素影响尚未实现量产，双林投资变速箱业务受此影响，业绩未达

预期。 

上述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原因说明均经过董事会批准通过并进行公告。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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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扣非后

归母净利润） 

最近五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1 

双林股份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双林投

资 100%股权重

大资产重组项

目 

不适用 

双林投资 2017 年

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17,000.00

万元、25,200.00

万元、34,300.00

万元和 41,200.00

万元。 

18,096.60 12,404.96 -29,629.92 -942.62 -5,663.87 -3,323.24 -9,058.09 否 

注：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2021年及 2022年 1-9月未在承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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