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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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福
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溪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
“保荐机构”）对龙溪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核
查意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640 号文的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9,955.357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 6.72
元。截止 2013 年 4 月 16 日，公司共计收到认购资金 668,999,997.12 元，扣除发行费用
20,190,553.7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8,809,443.41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致同验字（2013）第 350ZA0009 号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已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尚未投入金额

高端关节轴承技术改造项目

32,000.00

26,880.94

16,447.94

10,433.00

免维护十字轴开发项目

20,800.00

11,800.00

6,682.03

5,117.97

重载、耐磨高端轴套技术改造项目

23,000.00

16,000.00

3,749.64

12,250.36

特种重载工程车辆液力自动变速箱项目

18,000.00

10,200.00

2,403.94

7,796.06

合计

93,800.00

64,880.94

29,283.56

35,597.39

注：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另已产生的理财收益 9,013.85 万元、利息收入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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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扣除手续费 6.28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合计余额 44,805.27 万元。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
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和需求发生变化，公司拟在本事项经股东大会通过后即终止实
施原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完以上项目后，为更好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利息）全部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业的发展，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因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届时将以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的次日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基准日结转募集
资金的实际余额。
上述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因受所处行业市场低迷、目标客户产品升级换代等因素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投资进度均有所放缓，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原则，决定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计划进行调
整。具体分析如下：
（一）高端关节轴承技术改造项目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高端关节轴承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是母公司，项目实施地址为漳州市蓝田工业开
发区及漳州市延安北路本部厂区，于 2012 年 3 月取得漳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出具的《福
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闽经贸备[2012]E00001 号）。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32,000
万元，其中 26,881 万元拟由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入。该项目围绕形成 22 万套/年高端
关节轴承的生产能力，将新购置主要设备 410 台套，新增建筑面积 29,800 平方米的厂房、
仓库等建筑物，并配套其他生产、辅助设施。
2、实际投资情况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高端关节轴承技术改造项目已累计投入 16,447.94 万元，
占项目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1.40%、61.19%。项目现已形
成 25 万套/年的高端关节轴承生产能力；新购置主要设备 330 台套，另购置辅助设备 176
台套，实际投资 11,249.55 万元；新建建筑面积 29,895.68 平米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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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套其他生产、辅助设施，实际投资 5,198.39 万元。该项目在已购置的主要设备数量
未达到预期投资规模的情况下能实现规划的生产能力，主要是因为随着生产设备技术水
平的提升，加工能力、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高。
3、变更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现已形成的产能基本能满足市场对公司该类产品的需求，另外，鉴于当前工
程机械、载重汽车等配套行业需求下降，为避免产能过剩，有效防控投资风险，公司拟
计划终止该项目的后续投资，并拟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免维护十字轴开发项目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免维护十字轴开发项目实施主体是全资子公司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金昌龙公司”），项目实施地址为漳州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于 2012
年 2 月取得福建省华安县经济贸易局出具的《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闽经贸备
[2012]E0503 号）。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20,800 万元，其中 11,800 万元拟由本次发行的
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围绕形成 260 万套/年免维护十字轴的生产能力，将新购置主要设备
176 台套，新增建筑面积 25,056 平方米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并配套其他生产、辅助
设施。
2、实际投资情况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免维护十字轴开发项目已累计投入 6,682.03 万元，占项
目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2.13%、56.63%。项目现已形成 22
万套/年免维护十字轴的生产能力；新购置主要设备 28 台套，另购置辅助设备 17 台套，
实际投资 1,088.50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28,082.20 平方米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并配
套其他生产、辅助设施，实际投资 5,593.53 万元。
3、变更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投资进度未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一、汽车市场需求周期性释放逐渐趋于
饱和，行业增速有所放缓；二、市场竞争白热化，该项目产品成本优势不够明显，导致
市场拓展进度较慢；三、该项目目标客户的部分产品改型，进而对目标产品技术要求发
生变化，使得公司需针对客户需求进行产品优化改进，延缓了目标产品上市进度；四、
该项目目标客户自身新老产品的替换进度较慢，影响到该项目的实施进展。因此，为有
效控制投资风险，避免产能过剩，公司拟计划终止该项目的后续投资，并拟将该项目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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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多余厂房拟出租给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其他新
建投资项目。
（三）重载、耐磨高端轴套技术改造项目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重载、耐磨高端轴套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是全资子公司金昌龙公司，项目实施地
址为漳州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于 2012 年 6 月取得福建省华安县经济贸易局出
具的《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闽经贸备[2012]E0507 号）。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23,000 万元，其中 16,000 万元拟由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围绕形成 240 万套/
年重载、耐磨高端轴套的生产能力，将新购置主要设备 390 台套，新增建筑面积 30,760
平方米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并配套其他生产、辅助设施。
2、实际投资情况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重载、耐磨高端轴套技术改造项目已累计投入 3,749.64
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6.30%、23.44%。项目
现已形成 63 万套/年重载、耐磨高端轴套的生产能力；新购置辅助设备 41 台套，实际投
资 713.06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25,079.44 平方米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并配套其他生
产、辅助设施，实际投资 3,036.58 万元。该项目在购置部分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能形成较
高的生产能力，主要是因为公司为控制投资风险，通过将原生产关节轴承的部分设备改
造为该项目的生产设备，从而形成了相应的产能，既满足了市场对该项目目标产品的需
求，也为公司节省了部分设备购置资金。
3、变更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投资进度未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一、工程机械主机市场需求恢复有限，
现有产能充足；二、该项目产品价格优势不明显，成本相对较高，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市场拓展较为缓慢；三、国内外主机厂，如卡特彼勒、三一重工等客户的产品升级导致
对高端轴套产品的技术性能要求提高，由于新产品的部分关键工艺技术仍在研发中，进
而影响到该项目的市场拓展和投资进度。因此，为保证项目产能与订单的匹配，避免因
过快投资导致产能闲置和资金浪费，公司拟计划终止该项目的后续投资，并拟将该项目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多余厂房拟出租给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其他
新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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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种重载工程车辆液力自动变速箱项目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特种重载工程车辆液力自动变速箱项目实施主体是全资子公司金昌龙公司，项目实
施地址为漳州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于 2012 年 6 月取得福建省华安县经济贸易
局出具的《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闽经贸备[2012]E0506 号）。该项目原计划总
投资 18,000 万元，其中 10,200 万元拟由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围绕形成 7,000
台/年特种重载工程车液力自动变速箱的生产能力，将新购置主要设备 195 台套，新增建
筑面积 25,800 平方米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并配套其他生产、辅助设施。
2、实际投资情况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特种重载工程车辆液力自动变速箱项目已累计投入
2,403.94 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3.36%、23.57%。
项目现已新购置辅助设备 9 台套，实际投资 53.41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28,363.20 平方米
的厂房、仓库等建筑物，并配套其他生产、辅助设施，实际投资 2,350.53 万元；目标产
品尚未研制成功，故未实际开展销售。
3、变更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投资进度未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是：一、特种重载工程车辆市场需求周期性
波动较大，前景较不明朗；二、该项目目标客户的产品改型和转型升级，进而对该项目
目标产品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公司为了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通过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寻找外部机构联合研发等方式攻关技术瓶颈，由于新的技术要求较高，研发进展较为缓
慢，因此影响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展。因此，为有效控制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拟计划终止该项目的后续投资，并拟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新购置设备主要为新建厂房配套的电器设备，拟连同新建厂房一并出租给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其他新建投资项目。
三、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基于市场环境、公司战略及实际情况所
做出的慎重决定。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现有
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和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促进公司
业务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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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五、保存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是公司基于市
场环境、公司战略及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慎重决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相关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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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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