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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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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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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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时代

电气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

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已根据公司

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

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持续督导期间，协议相关方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的，应

当于修改后 5 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终止

协议的，协议相关方应当自终止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说明原因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本持续督导期

内，保荐机构与公司未对协议内

容做出修改或终止协议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

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

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等

方式，对公司开展了持续督导工

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

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发生按

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

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已督

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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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持续督导情况 

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

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

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依照相关

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

严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

及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

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

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

公司的规范运营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严格执行

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

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

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

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公

司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

不存在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而

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

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

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相关主

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

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

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

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出现该

等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

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

市公司涉嫌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相关主

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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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持续督导情况 

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

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

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

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需

要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公司作为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需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开展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资源。由于技术研发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

司对于技术及产品发展趋势判断失误、技术研发进度延误、研发成果未达预期、技术成

果转化不力，可能导致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失败或者投入市场的新产品无法如期为公司

带来预期收益等情况，公司的经营业绩或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由于新冠疫情在国外的持续蔓延与流行，引发了全球经济动荡和需求下降，对经济

运行、企业经营以及市场预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导致公司境外业务出入境受限，

可能导致拟开展的技术交流和投标澄清受阻、业主来访和拜访计划延期或取消、拟参与

展会无法参加或遭遇延期，潜在市场项目因业主国家财政收缩，获取订单难度增加等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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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风险 

随着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公司产品出口、境外投资并购等经营活动不断增多，可

能因汇率波动引发各种风险。如：因外汇市场波动，导致公司持有的外币资产与负债、

外币销售及采购业务面临的资产损失增加，成本增加等风险；同时因市场反向变动，导

致远期锁汇增加一定的购汇成本风险。 

（四）行业风险 

公司所处的轨道交通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主要由政

府主导，政府对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受到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经济运行周期、

财政支出能力、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现有基础设施使用情况以及行业未来发展规划

等多因素影响。未来若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或者行业细分领域的投资规划发生改变，可能导致轨道交通行业投资规模减少，市场需

求发生不利变化，从而对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以及对公司业务经营和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的境内主体需从海外采购部分原材料及向海外销售，公司亦在海外设立了多家

经营主体负责当地的业务经营与拓展。公司的海外业务经营受到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当地

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两国之间陆续推出的关税加

征名单对公司业务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或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

化，可能对公司的海外采购、经营和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六）其他重大风险 

近年来，公司在发展轨道交通产业的同时拓展新产业，对于处于充分竞争市场的新

产业， 可能面临行业竞争、客户接受程度、产品技术水平、质量可靠性、成本控制等

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在开拓市场、抢夺订单的同时，可能采用新的商业模式，

因不熟悉新产业的发展政策、缺乏相应经验及相关人力资源支持等，可能导致新产业难

以实现预定发展目标，最终导致应收、呆滞、垫资等风险敞口， 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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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52,691.07 529,811.96 2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096.15 69,523.48 2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778.27 49,222.94 2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79.89 -213,368.8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89,948.87 3,262,099.38 0.85 

总资产 4,596,208.37 4,415,074.52 4.10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59 3.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59 3.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44 0.42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2.87 减少 0.2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87 2.04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1.15 12.45 减少 1.30 个百分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5.27 亿元，同比增长 23.19%。其中轨

道交通装备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 46.00 亿元，较上年同期 43.96 亿元增长 4.65%；新兴

装备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 18.28 亿元，较上年同期 7.77 亿元增长 135.34%。受益于本期

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的增长，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8.71 亿元，同比增

长 25.2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0.61 元，同比增长 3.39%。 

六、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一）持续领先的市场地位 

公司作为我国轨道交通行业具有领导地位的牵引变流系统供应商，现有牵引变流系

统产品覆盖机车、动车、城轨领域多种车型，打破国际垄断，实现了列车核心系统的国

产替代，并领跑国内市场。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末，高速铁路、机车牵引变流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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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领跑国内市场。在城轨领域，据 RT 轨道交通统计，2012 年至 2021 年连续十年在

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并在 2022 年上半年持续领跑国内市场。在轨道工程机械领

域，公司下属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是国铁集团三大养路机械定点生产企业之一，共拥有

约 60 项行政许可，可生产重型轨道车、接触网作业车、大型养路机械、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车等多个系列共计 50 余种产品，并且不断向客运专线、城轨市场开拓。 

（二）创新驱动的科技能力 

公司深耕于轨道交通牵引变流系统领域，形成了突出的科技创新实力，并遵循“同

心多元化”战略向相关领域进行技术延伸。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电气系统技术、变

流及控制技术、工业变流技术、列车控制与诊断技术、轨道工程机械技术、功率半导体

技术、通信信号技术、数据与智能应用技术、牵引供电技术、检验测试技术、深海机器

人技术、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 

公司目前已建立完善的研发体系，具备在产品设计、制造和检测等方面的持续创新

能力。公司组建了技术委员会，对科研技术工作提供决策支持，并引入 CMMI、IPD 等

管理体系与理念，建立了行业产品应用技术和创新前沿技术协同的研发运行模式。 

公司拥有 6 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7 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2 个博士后工作站。 

在境内外累计获得专利授权数量 3,375 件，其中发明专利 1,904 件；主持和参与制

定并发布的国际标准 41 项、国内标准 107 项（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公司积极筹划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预申报。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质量奖等多项重要奖项，综合科技创新实力领跑行业。 

（三）高可靠的质量与服务优势 

公司一直视产品质量为生存之本，为了顺应国际铁路市场不断变化的管理要求，持

续提升公司质量体系管理能力和水平，先后通过了 ISO9001、EN15085CL1 级、

ISO/TS22163、IATF16949 等多项国际标准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关铁路产品通过

CRCC 认证，对公司产品实施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此外，公司还建立了覆盖设计开发、

采购、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和保证体系，通过过程评审、

过程检测、内外部审核、定期管理评审、不定期质量督察、数据分析、流程改进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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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改进机会并落实责任，确保达成改进目标。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全生命周期质量

管理模式保障了产品的高可靠性和高效性。目前公司一次交付产品的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9.5%以上，公司于 2013 年获得工信部工业企业质量标杆企业，并于 2016 年获得第二

届中国质量奖。公司始终坚持“品质驱动时代”的质量理念，实施严谨的质量安全管控

措施，形成了“质量是生命线，是企业至高无上的责任和荣誉”的全员质量文化。 

在售后服务领域，公司始终坚持“快速、有效、满意”的服务理念，第一时间响应

客户需求，规范有序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公司在全球设立了 382 个服务站点，结

合业务需求，打造了 6 个两小时服务圈。同时，结合国铁集团检修规划，持续优化检修

布局，已在全国建立了 18 个属地化检修基地，形成了覆盖重点客户、重点区域、重点

产品的全球售后服务网络。 

（四）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 

公司立足“两条钢轨”，围绕“技术”和“市场”两个同心，布局了多元化产业，

已形成“基础器件+装置与系统+整机与工程”的完整产业链结构，公司的主要产品包

括以轨道交通牵引变流系统为主的轨道交通电气装备、轨道工程机械、通信信号系统、

功率半导体器件等。同时，依托公司在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积累的技术、渠道、品牌等优

势资源，积极布局轨道交通以外的产业，并通过持续实施精益生产、加强工艺管控能力、

供应商管理等举措，全面提升产品实现能力。目前公司已切入工业变流产品、新能源汽

车电驱系统、传感器件、海工装备等领域，打开了成长空间。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和不断

拓展的新产业业务不仅为公司提供了盈利增长点，更是公司掌握完整产业链资源、打造

拥有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且成本有效管控的供应商体系的重要保障。 

（五）行业领先的高水平人才 

公司拥有一批掌握行业核心技术、高端技能和经营管理的人才，专业背景涉及机械

电子、电气工程、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材料等多个领域，专业交叉互补性强。其中研

发团队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现有研发人员 2,688 名，占总人数的 35.21%，超过三分

之一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优秀的人才队伍为公司形成关键核心技术并保持技术优势

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公司管理团队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领域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原董事长丁荣

军先生拥有超过 35 年的轨道交通行业经验，2005 年被授予第七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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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与成就奖，2011年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9年被评为中国地铁50周年致敬人物。

丁荣军先生主持开发的牵引变流技术大量应用于轨道交通车辆，带领团队构建了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体产业技术体系。公司现任董事长李东林先生和副董事长刘可安

先生亦拥有超过 27 年的轨道交通行业经验，李东林先生于 2011 年获得中华全国铁路总

工会火车头奖章和湖南省优秀企业家称号，2017 年荣获全国国企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刘可安先生于 2014 年获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杰出企业家称号、湖南省省长质量奖，2020

年荣获当代发明家称号。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管理层团队多年来带领公司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机遇与方向，实现跨越式发展。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未发生导致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 

七、研发投入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及变化情况 

自成立以来，公司深耕轨道交通牵引变流系统领域，形成了突出的科技创新实力，

并遵循“同心多元化”战略向相关领域进行技术延伸。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已形成电气系

统技术、变流及控制技术、工业变流技术、列车控制与诊断技术、轨道工程机械技术、

功率半导体技术、通信信号技术、数据与智能应用技术、牵引供电技术、检验测试技术、

深海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 

2022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保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上半年研发投入 7.28 亿元，较

2021 年同期增长 10.29%；2022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1.15%，受

收入规模增长较快的影响，研发投入占比较 2021 年同期减少 1.30 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国铁 3000HP 重混机车电气牵引系统完成核心牵引变流

器、动力电池等部件装车及车载调试；优化升级复兴号高原双源制动力集中动车组电气

系统；完成基于“再生能量利用+储能”的标准型 6MW 能量调度系统在业主分区所成

功投运；智能列检系统巡检机器人在无锡 2 号线示范应用；完成矿用卡车无人驾驶系统

第三方安全测评及验证；综合检修列车完成国铁集团方案评审，并完成工电供一体化检

修作业车试制；完成汽车用双面水冷模块电控、扁线电机样机开发与验证；完成全球首

个大功率 IGBT 制氢电源研制以及实证测试；采用中车第四代大尺寸 DMOS+芯片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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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式 IGBT 器件正式投运于南方电网工程；完成基于可控供应链的水下机器人（ROV）

本体系统的三维与施工设计；完成基于自补偿、自校准及纹波抑制技术的开环霍尔可编

程芯片及传感器研制；完成列车自主运行控制系统车载机柜试制；完成风电全功率变流

器样机设计。围绕公司核心技术及主要产品，新增授权专利 161 件，公司目前授权且有

效专利数量 3375 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 50%。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在研国家级、省

部级政府机关及行业主管单位支持的研究项目 30 项，主持或参与 28 项国家级及行业级

标准编制。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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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到账金额 746,240.11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1）第 00467 号《验

资报告》予以确认。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77,906.91 万元，为 2021

年度及 2022 年上半年使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475,663.74 万元（其中

包含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 7,330.54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 7,462,401,064.80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979,686,067.00 

支付上市发行费用 12,556,977.30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80,193,9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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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置换预先支付上市发行费用 6,632,041.8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36,600,346.06 

用于现金管理的收益 36,705,042.99 

减：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4,445,1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311,537,381.97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中信银行株洲建设中路支行 8111601012200526384 97,553,578.22 

中信银行株洲建设中路支行 8111601012300526512 34,022,672.66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137950000005 12,882,426.19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287437000001 4,390,165.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2 32,113,568.7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600277378277 14,203,366.8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 
18112901040019469 2,986,998.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1 20,655,426.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928 23,882,763.1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806 16,260,453.2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731902818710908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1903020529200083928 52,585,963.58 

合计  311,537,381.97 

 

（二）募集资金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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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上述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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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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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A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

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

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直接

持有公司 589,585,699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比例为 41.63%。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国

务院国资委直接持有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

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

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合计 45.93%股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贺文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份 1,065 股。本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股情况未发生变

化。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敬、言武、梅文庆、易卫华、曹伟宸、王业流、吕阳、

刘良杰、张定华、张敏、贺文和刘永江分别持有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代电气 1 号资管计划”）2.07%份额，李鹏

持有时代电气 1 号资管计划 1.38%份额，牛杰、谭永能、颜长奇、龚彤、余康、刘泽华、

徐绍龙、朱红军、张东方和刘勇分别持有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3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代电气 3 号资管计划”）2.06%份额，从而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时代电气 1 号资管计划在战略配售时获配公司股份 4,598,422 股，时代电

气 3 号资管计划在战略配售时获配公司股份 4,609,837 股。前述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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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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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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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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