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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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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ZA11443号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雷迪克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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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责任  

雷迪克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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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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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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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雷迪克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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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克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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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

如实反映了雷迪克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雷迪克公司为披露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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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二 O 二二 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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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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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6 号——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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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7 年 4 月 14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雷迪克节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25 号）的批复

意见，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200.00 万股，发行价格 15.8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49,360,000.00 元，扣

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32,000,000.00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9,51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07,850,0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4937 号的《验资报告》予以审验。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 年 1 月 13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雷迪克节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86 号）

的批复意见，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8,85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8,500,000.00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 288,5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相关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5,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83,500,000.00 元，已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283,500,000.00 元汇入公司在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未来科技城支行设立的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内（账号

3310010240120100124271），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1,440,424.52 元（不含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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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进项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2,059,575.48 元。以上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

第 ZA14847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杭州沃德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德”）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使用人

民币 317,514,028.27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

目共人民币 172,002,447.07 元，包含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人民币 37,194,498.08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

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共人民币 44,366,981.2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1,144,600.00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87,850,000.00 元，使用公司募集资金自

到账至变更期间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合计 13,294,600.00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支出后净额为人民币 15,520,211.53 元，其中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

10,821,179.18 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金额为 4,699,032.35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并已完成了相应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浙江精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精峰”）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使

用人民币 30,423,394.41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设

项目共人民币 28,402,589.41元,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实训中心和模具中心项目共

人民币 2,020,805.00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

额为 90,000,000.00 元，购买的未到期的大额存单为 65,000,000.00 元，募集资

金账户产生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净额为人民币

14,785,991.21 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111,782,596.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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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募集

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户名 账号 
截止日余

额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9082301040032636 -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杭州沃德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19082301040036660 -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支行 

杭州沃德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571908989810665 - 已销户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沃德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201000174156464 - 已销户 

浙商银行杭州文新支

行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310011210120100010656 - 已销户 

合 计   -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募集

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户名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

式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注 1]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310010240120100124271 941,036.90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市心支行 

浙江精峰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95070078801000001594 257,162.26 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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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户名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

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市心支行 

浙江精峰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95070078801600001589 424,347.11 活期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注 1] 

浙江精峰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3310010240120100124140 110,159,884.13 活期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注 1] 

浙江精峰汽车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3310010240121800028830 166.40 活期 

合 计   111,782,596.80  

注 1：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未来科技城支行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更名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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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

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创业板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6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

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三)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说明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

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6 月 7 日，雷迪克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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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7 日，雷迪克、沃德和国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萧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

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2019 年 1 月 7 日，雷迪克、沃德、国金证券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

使权利、履行义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并已完成了相应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 年 3 月 23 日，雷迪克、国金证券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 

2020 年 4 月 2 日，雷迪克、浙江精峰、国金证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四方

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2020 年 4 月 2 日，雷迪克、浙江精峰、国金证券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四方监管协议的规

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0.61 万元，实际使用情况详见

附表 1-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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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847.99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

表 1-2《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变更情况见本报告附表 2《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投入的实际需要、现有资金

周转等情况，以自筹资金 37,194,498.08 元预先支付了有关项目的所需投入。

2017 年 9 月 1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使用募集

资金 37,194,498.08 元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2017 年 9 月 14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37,194,498.08 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立信出具了《关于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5772 号），国

金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置换情况。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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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结余资金 12,284.70 元（具体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杭州沃德流动资金。节余资金转出

后募集资金专户已不再使用，公司已注销此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

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已建设

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集资金账户中节余金额及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

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净额人民币 6,282,727.23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无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已完成。（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

正在建设中，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存储，存放情况详见二（一）。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雷迪克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峰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

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总金额不超过 28,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国金证券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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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雷迪克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峰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

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总金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国金证券发表

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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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浙江精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及大额存单 320,000,000.00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兑付的理财产

品及大额存单金额合计为 155,000,000.00 元。报告期内，累计到期实际收益为 9,308,994.09 元。具体如下： 

购买主体 签约机构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到期实际 

收益（元）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封闭式） 3,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0/04/09 2021/04/09 365 天 3.8% 1,155,833.33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封闭式） 7,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0/04/09 2021/04/09 365 天 3.8% 2,696,944.44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浙商银行挂钩 Shibor 利率人民币存款 5,5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0/10/12 2021/10/10 363 天 1.43%-4.45% 1,633,818.54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974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5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0/12/31 2021/2/1 31 天 1.4%-3.2% 38,750.00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9737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4,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0/12/31 2021/3/31 90 天 1.4%-3.2% 300,000.00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定期大额存单 6,500.00 保本保收益 2020/10/21 2021/10/21 365 天 3% 2,438,402.78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定期大额存单 6,500.00 保本保收益 2021/10/21 2022/10/21 365 天 3%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

JG9003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30 天） 

1,5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2/18 2021/3/22 34 天 1.15%-2.9% 38,250.00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051 期（3 个月三层网点专属）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3,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4/14 2021/7/14 90 天 1.4%-3.35% 236,250.00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存款（挂钩 Shibor 利率人民币存款） 4,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4/27 2021/7/29 93 天 1.43%-4.45% 291,370.00 

浙江精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存款（挂钩 Shibor 利率人民币存款） 4,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4/27 2022/4/27 365 天 1.95%-4.45%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5510 期（5 月特供）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6/1 2021/7/1 30 天 1.4%-3.6% 28,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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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主体 签约机构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到期实际 

收益（元）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5510 期（5 月特供）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6/1 2021/7/1 30 天 1.4%-3.6% 28,333.33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214 期（1 个月看涨网点专属）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7/9 2021/8/9 30 天 1.4%-3.25% 25,416.67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215 期（3 个月看涨网点专属）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7/9 2021/10/9 90 天 1.4%-3.35% 78,750.00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233 期（3 个月网点专属 B 款）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3,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7/16 2021/10/15 89 天 1.4%-3.45% 241,041.67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303 期（3 个月网点专属 B 款）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8/18 2021/11/18 92 天 1.4%-3.3% 77,500.00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433 期（3 个月看涨网点专属）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10/15 2022/1/14 91 天 1.4%-3.3%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441 期（3 个月网点专属 B 款）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3,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10/20 2022/1/20 92 天 1.4%-3.3%  

浙江精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1JG6515 期（3 个月网点专属 B 款）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21/11/19 2022/2/18 91 天 1.4%-3.35%  

合计   59,500.00      9,308,9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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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变更项目的名称、涉及金额、比例 

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终止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发展战略，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终止和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变更如下：

将“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预计投入额自 30,700.00 万元

调整为 17,000.00 万元；终止“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新增“轮毂轴承和圆锥

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额 5,000.00 万元；将剩余

募集资金 8,785.00 万元及募集资金自到账至变更期间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

1,329.46 万元合计 10,114.46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5,114.46 万元，募

集资金变更比例为 44.78%（为保持口径一致，该比例的计算不包括公司募集资

金自到账至变更期间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合计 1,329.46 万元）。 

（2）募集资金变更原因 

①将“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预计投入额调整为

17,000.00 万元 

为顺应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收益、维护股东利益，公

司调整取消本项目中汽车涨紧轮及汽车分离轴承产品相关投入，减少汽车轮毂

轴承单元的部分设备投入。因此，公司决定缩减本项目投资规模，若在实施过

程中投资总额超过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本项目缩减投资后，

预计项目投入使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②终止“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属于研发类项目，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布局，决定终止

实施“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③新增“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额

5,000.00 万元 

综合考虑，汽车行业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汽车售后市场将产

生较大需求量，汽车零部件采购全球化，在此背景下，未来较长时间内汽车零

部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预计汽车轴承的需求也将保持同步增长。加之，公司

在技术和产品、规模和品类等方面的优势，该项目的新增产能有较好的市场保

障和竞争力，该项目的实施具有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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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程序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变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国金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其合理有效。（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变更的情况。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1）2020年度，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部分生产设备供应商供货延期，导致

部分设备安装进度延后，故公司将“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公司“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

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延期，仅涉及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不涉及募投

项目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该事项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上述延期事项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国金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公司“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设项目”和“实训中心和模具中心项目”原计

划于 2022 年 4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虽然上述项目在前期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的影响，目前土建工程施工进度低于预期，设备考察招标

选购亦受到疫情管控、人员流动、物流运输的影响有所延迟。此外，2021 年上半年

钢材价格持续上涨亦导致项目钢结构厂房造价成本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导致项目施

工周期比预期长。 

公司“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设项目”和“实训中心和模具中心项目”进行延期，

仅涉及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

投资总额的变更。该事项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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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延期事项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国

金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附表 1-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785.00  [注 1]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30.6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1,751.4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114.4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4.78%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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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是 30,700.00 17,000.00 - 
17,200.24  

[注 3] 
101.18 2019 年 4 月 1,053.98 否[注 4] 否 

2.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是 85.00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5] 

是 

3.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是 -    5,000.00 230.61[注 6] 4,436.70 88.73 2020 年 12 月 749.77 是[注 7] 否 

4.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是 -    10,114.46 [注 8]  10,114.4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785.00 32,114.46[注 9] 230.61 31,751.40 98.8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布局，决定终止实施“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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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顺应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收益、维护股东利益，公司 2019 年缩减“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投资规模。 

2、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布局，2019 年决定终止实施“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3、同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增募投项目“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本报告三（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交易相关费用的金额。  

注 2：为保持口径一致，该比例的计算不包括公司募集资金自到账至变更（截至 2018 年 11月 30 日）期间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合计 1,329.46

万元。 

注 3：因使用募集资金的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故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多于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注 4：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已投产，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等影响，尚未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注 5：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终止，故不适用。 

注 6：“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已于 2020 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报告期支出系支付设备尾款。 

注 7： “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达成后预计年新增利润总额 510.95 万元，

已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注 8：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8,785.00 万元，使用公司募集资金自到账至变更（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理财收益、

利息收入等合计 1,329.46 万元，两者合计 10,114.46 万元。 

注 9：公司变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114.46 万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0,785.00 万元的差异 1,329.46 万元系变更时（截至 2018年 11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附表 1-2：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205.96 [注 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47.9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42.3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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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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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

设项目 
否 23,586.44 23,586.44 2,645.91 [注 2] 2,840.26 12.04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实训中心和模具中心项目 否 4,619.52 4,619.52 202.08 202.08 4.37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8,205.96 28,205.96 2,847.99 3,042.34 10.7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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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设项目”及“实训中心和模具中心项目”原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达到可使用状态，但由于但受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反复的影响，目前土建工程施工进度低于预期，设备考察招标选购亦受到疫情管控、人员流动、物流运输的影响有所延迟。此外，2021 年上半年钢材

价格持续上涨亦导致项目钢结构厂房造价成本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导致项目施工周期比预期长，故项目实际进度比预期进度有所延缓，经公 

司审慎考虑，“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设项目”及“实训中心和模具中心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事项已经相关审议程 

序通过，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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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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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交易相关费用的金额。 

注 2：本年支付“卡车轮毂圆锥滚子轴承建设项目”的款项中有 1,369.00 万元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单位： 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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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汽车轴承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精密汽车轴承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17,000.00  17,200.24 101.18 2019 年 4 月 1,053.98 否 [注 1] 否 

轮毂轴承和圆锥轴

承装备自动化技术

改造项目 

精密汽车轴承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5,000.00 230.61 4,436.70 88.73 2020 年 12 月 749.77 是 [注 2] 否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精密汽车轴承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企业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0,114.46  10,114.4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否 

合计  32,114.46 858.88 31,751.40 98.87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将“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预计投入额调整为 17,000.00 万元  

为顺应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收益、维护股东利益，公司调整取消本项目中汽车涨紧轮及汽车分离轴承产品相关投

入，减少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的部分设备投入。因此，公司决定缩减本项目投资规模，若在实施过程中投资总额超过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补足。本项目缩减投资后，项目投入使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终止“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属于研发类项目，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布局，决定终止实施“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3、新增“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额 5,000.00 万元 

综合考虑，汽车行业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汽车售后市场将产生较大需求量，汽车零部件采购全球化，在此背景下，未来

较长时间内汽车零部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预计汽车轴承的需求也将保持同步增长。加之，公司在技术和产品、规模和品类等方面的优势，

该项目的新增产能有较好的市场保障和竞争力，该项目的实施具有现实可行性。 

4、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将剩余募集资金 8,785.00 万元及募集资金自到账至变更期间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 1,329.46 万元，合计 10,114.46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 1-4 项变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精密汽车轴承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已投产，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尚未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注 2：“轮毂轴承和圆锥轴承装备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达成后预计年新增利润总额 510.95 万元，已达

到预期经济效益。 

注 3：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故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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