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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暨向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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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规定，就时代电气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暨向子公司增资的情况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2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0,760,275 股，发行价格为 31.3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755,505.74 万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 11,184.5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744,321.20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出具德师报（验）字（21）第 00467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及

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投资金投资额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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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统研发应

用项目 
209,550.00 209,550.00 209,550.00 

2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技

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107,083.00 107,083.00 107,083.00 

3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 86,927.00 86,927.00 86,927.00 

3.1 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50,371.00 50,371.00 50,371.00 

3.2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 14,796.00 14,796.00 14,796.00 

3.3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项目 11,760.00 11,760.00 11,760.00 

3.4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

设项目 
87,456.00 80,000.00 80,000.00 

4.1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57,456.00  50,000.00  50,000.00  

4.2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5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99,160.00 93,100.00 93,1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167,661.20 

合计 790,176.00 776,660.00 744,321.20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

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各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1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时代电气、中车时代软件 

2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

用项目 
时代电气、中车时代软件 

3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 - 

3.1 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时代电气 

3.2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 宁波中车时代 

3.3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项目 中车国家变流中心 

3.4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上海中车 SMD 

4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 

4.1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宝鸡中车时代 

4.2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宝鸡中车时代 

5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时代电气 

6 补充流动资金 时代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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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车时代软件、宁波中车时代、中车国家变流中心、上海中车 SMD、宝鸡中车时

代分别为株洲中车时代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株洲变流技术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的简称，下同。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暨向子公司增资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宝鸡中车时代为募投项目“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

体，为解决宝鸡中车时代资源受限的难题，构筑持续竞争优势，实现轨工产业提

质增能，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对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人民币 45,00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增资 30,000 万元，自有资金增资 15,000 万元。本次增资

完成后，宝鸡中车时代注册资本由原 40,613.66 万元增加至 58,925.859 万元，宝

鸡中车时代股权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宝鸡中车时代 93.21%的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 54,925.859 万元；中铁宝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宝鸡中车时代 6.79%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的具体内容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

项目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相关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同意向宝鸡中车时代提供不超过 8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宝鸡中车

时代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公司支付

利息，若在借款期内，宝鸡中车时代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则自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之日起，不予计息，转为免息。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向募投项目“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暨公司控股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一次性提供 5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并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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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计提利息。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公司现拟将其中 30,000 万元的投入方式由提供借款变更为增资，该笔募集资金

将由宝鸡中车时代划拨回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再由公司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向宝

鸡中车时代进行投入，宝鸡中车时代将向公司清偿上述募集资金借款期间产生的

相关利息。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宝鸡中车时代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福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秀波 

注册资本 40,613.66 万元 

成立时间 2009 年 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主要经营轨道车、接触网作业车、大型养路机械等在铁路上运行并承担铁

路施工、维修、检测、救援等作业的自轮运转特种设备的研发、制造、大

修、销售、服务、培训、维保、租赁、进出口等业务；铁路施工、维修、

检测、救援等作业的技术服务、专业培训；本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及公司资源的对

外租赁、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和风电装备、润滑油及润滑脂的销售；智

轨车辆的制造及销售。以上涉及国家专营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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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时代电气 36,613.66 90.15 

中铁宝工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9.85 

合计 40,613.66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284,916.00 313,129.90 

净资产 99,461.29 94,936.2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净利润 2,830.68 -5,327.34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暨向子公司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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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需要，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

议案》。经审议，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

鸡时代增资事宜。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

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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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A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时代

增资事宜。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

车时代增资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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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A 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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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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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暨向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廖汉卿                    李懿范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