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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關
於使用募集資金向募投項目實施主體提供借款實施募投項目並簽訂募集資金專戶
存儲四方監管協議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東林

中國，株洲，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李東林；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劉可
安；本公司其他執行董事為尚敬及言武；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寧；以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錦榮、浦炳榮、劉春茹、陳小明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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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1-003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中车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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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时代电气”）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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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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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38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755,505.74 万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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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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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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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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44,321.20 万元，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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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的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776,660.00 万元，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已对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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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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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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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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提供借款情况 

为保障上述募投项目的快速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

集资金向此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暨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车时代软件提供不超过

41,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借款、宁波中车时代提供不超过 14,796 万元的募集资金借

款、中车国家变流中心提供不超过 11,760 万元的募集资金借款、上海中车 SMD 提

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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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借款主体除宝鸡

中车时代外均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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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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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安排及资金需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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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拟投入募集资金范

围内，一次或分次逐步向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借款的进度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

求推进，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借款的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上

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

上述提供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1．中车时代软件 

公司名称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株洲市石峰区时代科技大楼一层及附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永江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变流及传动系统控制软件、列车控制与诊断软件、安全监控软件、

电源控制及保护软件、电气控制软件、交通设备及信号控制软件、管理

及数据分析软件、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网络系统的技术研究、技术

推广、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产品、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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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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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40.95 97,530.40 

净资产 157,294.72 83,157.86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净利润 123,574.70 49,437.84 

注： 2020 年财务数据经会计师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审计，2021 年 1-6 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2．宁波中车时代 

公司名称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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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振甬路 138 号 

法定代表人 颜长奇 

注册资本 14,882.62 万元 

成立时间 1992 年 2 月 4 日 

经营范围 

传感器、真空集便器系统、轨道交通门系统、环保设备、电子电器设备

与系统、牵引系统、信号系统、供电系统、水暖卫浴五金、自动化设备、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产品配件的制造、研发、检测、试验、维修、加

工、安装、批发、零售及相关技术、管理咨询服务；软件产品的研发、

转让；环境污染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市政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交通工程、土石方工程、河道清理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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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2.62 100 

合计 14,882.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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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5.73 58,385.55 

净资产 32,881.95  32,552.52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净利润 2,455.40 813.79 

3．中车国家变流中心 

公司名称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 石峰区田心北门  

法定代表人 胡家喜 

注册资本 27,300 万元 

成立时间 1999 年 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工业领域电气成套设备、变流装置、新能源发电装备、物联网产品以及

软件产品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自有设备

租赁业务；电气节能工程承接（凭资质证经营）；以上范围为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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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0 100 

合计 27,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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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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6.12 60,761.80 

净资产 24,480.04 24,494.47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净利润 6,957.25 1,046.48 

4．上海中车 SMD 

公司名称 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飞舟路 321 号 A3 区、B 区 3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向阳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7 年 2 月 4 日 

经营范围 

海洋装备、自动化设备、船舶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

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生产制造、维修，从事海洋装备、自动化设备、船

舶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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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时代电气 7,000 100 

合计 7,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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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2.69  14,338.61 

净资产 6,184.95 6,212.60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净利润 141.00 27.65 

5．宝鸡中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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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阳 

注册资本 40,613.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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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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提供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中车时代软件、宁波中车时代、中车国家

变流中心、上海中车 SMD、宝鸡中车时代提供借款，是基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的建设需求而执行的必要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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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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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中车时代是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本次借款财务风险可控。  

五、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提供借款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此次开设的相关专

户及预计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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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开户主体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拟存

放金额 

株洲中车时代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

技术及系统研发应

用项目 

中信银行株洲建

设中路支行 
8111601012300526512 24,000 

株洲中车时代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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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田心

支行 

810000287437000001 17,000 

宁波中车时代传

感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

用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 
600277378277  14,796  

株洲变流技术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

应用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株洲

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 

18112901040019469  11,760  

上海中车艾森迪

海洋装备有限公

司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

应用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株洲

田心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1  10,000  

宝鸡中车时代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

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928  50,000  

宝鸡中车时代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

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806  30,000  

公司将分别与上述 5 家控股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管。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田心支行、中信银行株洲建设中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签

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重大差异， 以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 1：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1”） 

甲方 2：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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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上述“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甲方”、“乙方”及“丙方”单独称

为“一方”，合称“各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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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1、甲方 2、乙、丙四方经

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二、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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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三、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廖汉卿、李懿范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四、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五、甲方 2 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

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六、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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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七、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

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八、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

约责任。 

九、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各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

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

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北

京仲裁。各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

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本协议自甲方 1、甲方 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

销户之日起失效。本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因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变

更等原因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

协议。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通过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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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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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综上，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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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通过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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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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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株洲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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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公司通过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

的方式实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建设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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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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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

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

目的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文件 

1．《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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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协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