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龙[2018]第 041 号 

关于对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下发了《关于对金龙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8】第 20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

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对关注函中提及

的问题进行了核实，回复如下： 

1、请你公司结合拟终止项目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客户拓展等因素，逐

项详细说明终止募投项目的合理性，以及终止募投项目对原计划投资项目的预

期收益产生的影响。 

【回复】 

 一、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智能终端线性马达及触觉反馈一

体化项目”、“驱动马达、组件及其终端电子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智能终端触

控显示一体化项目”及“微特电机新技术研发中心改造扩建项目”。其中“智能

终端触控显示一体化项目”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53,654.35 万元，占该项目拟投

入金额的 89.42%，该项目已达产。 

“智能终端线性马达及触觉反馈一体化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72,000 万元，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10,711.20 万元，项目建设内容为投资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 亿只线性马达及触觉反馈一体化产品的生产能力。本项

目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智能手机，2015 年，公司根据自身线性马达的订单情况，

以及考虑日后国内安卓系手机也可能纷纷跟随某国际大品牌客户而采用线性马

达，所以计划扩建生产基地，并购买相应设备，在增加线性马达产能的基础上，

向触觉反馈一体化产业链上游发展。近两年，整个手机市场的线性马达除了国际

大客户外，安卓系手机使用线性马达的进度和比例非常有限，而且没有大幅增加

 



的趋势。由于智能手机市场近年的增速也明显放缓，而且同行业的竞争加剧，公

司在国际大客户上线性马达销售远不及预期，公司针对此项目已有的投入产能已

经足够满足线性马达的产能需求。 

“驱动马达、组件及其终端电子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60,000 万元，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10,112.86 万元，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增驱动马

达、组件及其终端电子产品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该项目产品主要用于智能穿戴、

医疗器械、汽车电子、互动娱乐终端、虚拟显示等领域，公司目前已有相关产品

量产，主要应用于小米电动牙刷，但是市场份额不及预期，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几

乎没有建树，公司现有驱动马达产能已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微特电机新技术研发中心改造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15,000 万元，累

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0 元。该项目致力于分析、跟踪线性马达和驱动马达（包括无

刷马达、碳刷马达、压电陶瓷马达等新型系列产品）的前沿技术，在线性马达和

驱动马达应用领域拓展等方面展开研究。由于公司近年在线性马达的应用领域拓

展方面不及预期，以及驱动马达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公司对该项目相关的

研发、设备等投入较少，自有资金可满足公司的研发投入。 

    二、终止募投项目对原计划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和项目筹划初期的收益水平相

差较大，已量产的项目实际收益均未达到当初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期收益，继续实

施将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未避免造成募集资金

的浪费，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故公司终止相关项目，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2、你公司前期将 1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尚未

归还，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该项资金具体使用用途，如涉及偿还银行借款，请补

充相关借款资金支出用途，以及将其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合法合规性。

请保荐机构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购买以及日常经营等

用途。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 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

于 2018 年 05 月从汉邦国信借入短期借款 6 亿元人民币全部偿还。2018 年 05 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 亿元，其中，6 亿元用于偿还汉邦国信

的短期借款，4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一）2017 年 10 月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 亿使用明细： 

项目 金额（单位：元） 

货款 218,364,387.87 

工程款 39,598,150.99 

工资 48,511,552.48 

税费 47,426,283.45 

投资款 1,880,000.00 

偿还银行借款 220,500,000.00 

借款利息 22,756,457.53 

合计 599,036,832.32 

使用说明： 

1、公司累计支付货款 218,364,387.87 元主要用于以下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及购买原材料支出：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7,774,729.12 元，金龙机电（淮北）

有限公司 103,342,101.97 元，金龙机电(东莞)有限公司 5,397,560.99 元，兴科电

子（东莞）有限公司 55,716,626.63 元，广东金龙机电有限公司 45,342,461.45 元，

金龙机电（淮北）光电有限公司 790,907.71 元。 

2、公司累计支付工程款 39,598,150.99 元主要在于以下各单位新建厂房及装

修：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26,259,164.61 元，金龙机电(东莞)有限公司

724,253.00 元，金龙机电（淮北）光电有限公司 5,979,275.01 元，金龙光电温州

有限公司 5,666,419.87 元，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1,615.00 元，广东金龙机电

有限公司 937,423.50 元。 

3、公司累计支付工资 48,511,552.48 元，主要为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工资合计 7,127,917.90，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工资合计 41,383,634.58 元。 

4、公司累计支付税费 47,426,283.45 元，主要用于支付增值税及所得税等相

关税费。 

5、公司累计偿还银行借款 220,500,000.00 元，主要明细如下： 

银行 借款日期 偿还时间 借款金额 



（单位：元）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 2017/1/6 2017/11/30 46,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 2017/4/27 2017/10/24 5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 2017/5/25 2017/11/30 62,5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 2017/6/27 2017/11/30 32,000,000.00 

中国银行柳市支行 2016/12/1 2017/12/1 30,000,000.00 

公司偿还的上述银行借款主要用途在于： 

(1)公司于 2017 年 1 月向中国农业银行乐清支行借款 46,000,000.00 元，其中

29,010,000.00 元用于补充 2017 年 6 月金龙机电收购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11 亿资金（股权置换式并购），16,990,000.00 元用于金龙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2 月日常生产经营及购买原材料。 

(2)公司于 2017 年 4 至 6月向中国农业银行乐清支行借款合计 144,500,000.00

元（4 月借款 50,000,000.00 元、5 月借款 62,500,000.00 元、6 月借款 32,000,000.00

元），系用于补充 2017 年 6 月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兴科电子（东莞）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 11 亿元资金（股权置换式并购）。 

(3)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向中国银行柳市支行借款 30,000,000.00 元，用于 2016

年 12 月增资入股深圳市联合东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联合东创 35%的股权）。 

(二)2018 年 5 月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 亿使用明细 

项目 金额（单位：元） 

货款 84,723,038.11 

工资 14,263,034.70 

税费 9,739,732.49 

投资款 4,100,000.00 

偿还借款 284,500,000.00 

借款利息 3,637,362.38 

合计 400,963,167.68 

使用说明： 

1、公司累计支付货款 84,723,038.11 元主要用于以下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

购买原材料支出：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2,559,066.21 元,广东金龙机电有限公

司 32,211,386.55 元，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19,372,497.35 元，金龙机电(东

莞)有限公司 246,291.90 元，深圳甲艾马达有限公司 333,796.10 元。 

2、公司累计支付工资 14,263,034.70 元，主要用于支付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 5 月-2018 年 6 月工资。 



3、公司累计支付税费 9,739,732.49 元，主要用于支付增值税及所得税等相

关税费。 

4、公司累计偿还借款 284,500,000.00 元，其明细如下： 

银行 
借款日期 

偿还时间 

借款金额 

（单位：元）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行 2017/6/20 2018/6/7 15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 2017/11/30 2018/5/29 32,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 2017/11/30 2018/5/29 62,5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乐清支行 2017/11/30 2018/6/5 40,000,000.00 

公司偿还的上述银行借款主要用途在于： 

(1)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向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行借款 150,000,000.00 元，用

于补充 2017 年 6 月金龙机电收购兴科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11 亿

资金（股权置换式并购）。 

(2)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乐

清支行借款 94,500,000.00 元（分 32,000,000.00 元及 62,500,000.00 两笔借款）、

40,000,000.00 元。94,500,000.00 元中的 50,000,000.00 元用于偿还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在中国银行的借款，剩余 44,500,000.00 元及建行借来的 40,000,000.00 元均

用于偿还公司于 2017 年 1 月在中国农业银行 100,000,000.00 元借款。而上述所

偿还的借款主要用于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8 月相关支出，包

括支付日常生产经营材料款 75,783,980.47 元，支付工厂建设工程款 25,506,083.54

元，支付工资 31,709,834.15 元，以及支付相关税费 1,500,101.84 元。 

二、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项目组按照上市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用途的拆解，核查了贷款合

同、还款凭证，对涉及偿还银行借款的部分追溯了相关借款资金的实际支出用途，

抽查了相关购买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原材料等大额的采购合同及银行回单，实

地查看了设备和原材料实物，并对银行回单的交易对方和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龙集团”）及其关联方进行了比对，未发现异常情况。 

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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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如

下： 



“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当按照招股说明书或募集说明书所列用途使用。

上市公司改变招股说明书或募集说明书所列资金用途的，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 

八、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

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披露。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

不得超过 12 个月。” 

2、《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中对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如下： 

“6.3.8 上市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披露，且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适用）；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债等的交易。 

6.4.1 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的，视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一）取消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新项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主体由上市公司变为全资子公

司或者全资子公司变为上市公司的除外）；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四）本所认定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其他情形。 

6.4.2 上市公司应当在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议

案后，方可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四、保荐机构意见 



上市公司将上述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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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并且上市公司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和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均已履行相应的程序。 

   3、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此次拟进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结余募集资金的

具体使用安排。 

【回复】 

    由于前期将 1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该部分资金已

经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及日常经营所用。剩余的募集资金约 36,115.03 万元公

司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公司于 2018 年 08 月底及 9

月初有多笔银行贷款到期，涉及金额为 25,500 万元，公司将此次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结余募集资金已用于偿还上述贷款以及员工工资发放等。本次募集资金

偿还贷款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偿债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4、请保荐机构就公司自 2016 年 7 月 7 日以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核

查，并就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以及是否涉及为控股股东金

龙集团偿还债务、提供资金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核查情况 

金龙机电自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完成以来，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2015 年 6 月修订）》的规定，对金龙机电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项目组核查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账户的银行对账单，抽查了使用募集

资金购买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原材料等大额的采购合同及银行回单，实地查看

了设备和原材料实物，核查了相关贷款的合同及还款凭证，对银行对账单和银行

回单的交易对方与金龙集团及其关联方进行了比对，除下述募集资金账号被冻结

情况外，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项目组查阅了上市公司 2016 年、2017 年年报以

及 2018 年中报，对所披露财务数据中变动较大或余额较大的项目进行了比对分



析。经比对，未发现异常情况。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可研报告差异情况 

经核查，项目组发现上市公司对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建设“智能终端触控显

示一体化项目”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 2015 年 5 月 29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使用计划有差异。上市公司原计划拟

对该项目投资 60,000.00 万元，其中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投资 47,400.00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及其他 12,600.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该项目实际累计投

资 53,654.35 万元，其中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投资 24,886.0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及其他 25,149.33 万元，用于铺底流动资金及其他的实际使用超出原计划

12,249.33 万元。 

经上市公司自查，该差异主要由于上市公司现有主要客户账期较长，给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很大的资金压力，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将原计划拟

用于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中的部份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及部份日常的运营

费用。 

3、募集资金账号被冻结情况 

在核查过程中，项目组获悉上市公司于中国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募集资金账号

697873974 内存款人民币 66,336,000 元被浙江物产元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物产元通典当”）冻结，情况如下： 

该笔冻结是由时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金绍平私自使用上市公司公

章与物产元通典当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叁亿肆仟万

元整，为天津乐宝乐尔旅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款 65,000,000 元提供担保，由于

借款到期未能偿还，故物产元通典当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

次对外担保事项未经上市公司批准同意，乃金绍平个人进行的违规对外担保。 

项目组在对《关于对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8】

第 142 号）中“金龙集团是否存在违规侵占金龙机电资产、以金龙机电名义设定

担保等损害金龙机电利益的情况”的相关核查中，已获取上市公司截至 2018 年 5

月 24 日的银行版《企业信用报告》，报告中未显示相关违规担保情况。 

当时，上市公司、金龙集团与金绍平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均出具承诺函： 

上市公司承诺： 



“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被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违规侵占资产的情况； 

2、上市公司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金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违规担保

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若上市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金龙集团承诺： 

“1、金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金龙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况； 

2、金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名义违规担

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若金龙集团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金绍平个人承诺： 

“本人在担任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董事长期间： 

1、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况； 

2、金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名义违规担

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4、其他 

除上述冻结事项外，通过网络核查，项目组还查询到涉及金龙机电的以下三

宗诉讼案件：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件

状态 

（2018）粤 0304

民初 33981 号 

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金绍平、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龙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 
立案 

（2018）浙 0382

民初 5361 号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 

黄永贤、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金松英、乐清市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

木书 

审理

中 

（2018）浙 0382

民初 5369 号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支行 

陈建龙、黄永贤、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公司、金松英、乐清市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杨木书 

审理

中 

经与上市公司沟通，（2018）浙 0382 民初 5361 号和（2018）浙 0382 民初



5369 号案件为违规担保事项，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2018）粤 0304 民初

33981 号案件具体情况上市公司尚不清楚，需要有进一步的资料方可确认。 

 

二、金龙机电出具承诺函情况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对 2016 年 7 月 7 日以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作出以下

承诺：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得知公司在

中国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账户中的存款人民币 66,336,000 元被冻结。本次冻结是由

时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金绍平私自使用上市公司公章与浙江物产元通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产元通典当”）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签订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叁亿肆仟万元整，为天津乐宝乐尔旅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款

65,000,000 元提供担保，由于借款到期未能偿还，故物产元通典当向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未经上市公司批准同意，乃金绍平

个人进行的违规对外担保。 

上市公司就 2016 年 7 月 7 日以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作出以下承诺： 

除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实外， 

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被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龙集团”）及其关联方违规侵占资产； 

2、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金龙集团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等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上市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是真实准确的； 

4、上市公司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金龙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偿还债务、提

供资金的情况； 

5、若上市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核查结论 

经项目组核查，除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可研报告存在差异、募集资金账

号被冻结、三宗诉讼案件情况外，未发现其他募集资金使用的异常情况，未发现

为控股股东金龙集团偿还债务、提供资金的情况。 



 

 

 特此回复。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