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

实缴注册资本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博彦科技”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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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博彦科技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博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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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846 号）的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公开发行了 5,758,152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57,581.52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1,487,264.15 元

（不含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4,327,935.85 元。前述款项已由

保荐机构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验

资报告》（中汇会验〔2019〕0311 号）。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相关方已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

目 
41,888.00 25,484.07 

园区运营、IT 运维、舆情、数据标注与审核大数据

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 
21,239.81 10,771.64 

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 4,927.92 4,096.80 

前沿技术研发项目 30,002.15 17,229.01 

合计  98,057.88   57,581.52  

数据治理及金融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数据治理项

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博彦”）实

施；园区运营、IT 运维、舆情、数据标注与审核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升级建设项

目（以下简称“园区运营项目”）由博彦科技实施；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博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博彦”）实施；前沿

技术研发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博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施。 

二、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

实缴注册资本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情况 

为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数据治理

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上海博彦增加为上海博彦和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泓智”）；将园区运营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博彦科技增加为博彦科技和博

彦集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彦集智”）。 

项目名称 原实施主体 增加后的实施主体 

数据治理项目 上海博彦 上海博彦、上海泓智 

园区运营项目 博彦科技 博彦科技、博彦集智 

由于上述实施主体的增加，公司将数据治理项目的实施地点由“上海市浦东

新区张江中区 D-2-2 地块 11 号楼”增加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中区 D-2-2 地

块 11 号楼”和“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8 号 402 室”；将园区运营项目的实施地点

由“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7 号楼”增加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北

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7 号楼”和“重庆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 18 幢”。 



项目名称 原实施地点 增加后的实施地点 

数据治理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中

区 D-2-2 地块 11 号楼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8 号 402 室、上海市

浦东新区张江中区 D-2-2 地块 11 号楼 

园区运营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

路 10 号院东区 7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7 号

楼、重庆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 18 幢 

（二）本次对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1、本次对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为有效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提高募投项目的经营效益，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对上海泓智进行增资 2,000 万元。增资前后上海泓智注册资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拟增资金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上海泓智 500.00 2,000.00 2,500.00 

2、上海泓智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8 号 402 室 

（4）法定代表人：马强 

（5）注册资本：500 万元 

（6）成立时间：2007 年 7 月 18 日 

（7）营业期限：2007 年 7 月 18 日至 2027 年 7 月 17 日 

（8）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的研发，批发；系统集成及

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等。 

（9）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实施前后，上海泓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4,633,989.48 148,407,980.45 

负债总额 9,265,948.55 12,170,372.79 

净资产 135,368,040.93 136,237,607.66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92,671,801.11 19,908,379.77 

净利润 16,443,491.13 869,566.73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其他未经审计。 

3、数据治理项目的增资调整情况 

为顺利推进数据治理项目实施，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5,484.07 万元对上海博

彦进行增资。详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5）。 

鉴于本次公司新增上海泓智为数据治理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将使用募集资金

对其增资 2,000 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公司将数据治理项目实施主体的增资调

整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实施主体 
使用募集资金

增资金额 
实施主体 

使用募集资金

增资金额 

数据治理项目 上海博彦 25,484.07 
上海博彦 23,484.07 

上海泓智 2,000.00 

（三）本次对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情况 

1、本次对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博彦集智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资金

需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博彦集智实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用于实施园区运

营项目。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前后，博彦集智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拟实缴金额 

博彦集智 5,000.00 1,000.00 



2、博彦集智的基本情况 

（1）名称：博彦集智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重庆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 18 幢 

（4）法定代表人：马强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成立时间：2019 年 4 月 28 日 

（7）营业期限：2019 年 4 月 28 日至永久 

（8）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机械设备、通讯

设备（不含无线电地面接收设备及发射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市

场销售策划等。 

（9）实缴注册资本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实施前后，博彦集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对子公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要求，本次新增的实施主体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用于存放本次增资和实缴注册资本款项。公司、相关子公司、保荐机构和银行将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

实缴注册资本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有利于公司整合内部优质资

源，集合生产、研发、销售优势；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业务规划和发展



战略。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实缴注册资

本，系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提升相关主体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为“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地点变更

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实施地点 增加后的实施地点 

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 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

业上城（南区）二期第 23 层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是公司根据市场环境、经营计划以及募投项目情况做出

的审慎决策。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区域有利于公司利用区域内的产业集群效应打造区位优势，享

受相关政策、节约成本，符合公司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同时，本次实施地点变

更有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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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益。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实施地点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实施进

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公司节约成本，打造区位优势，符合公司整体

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变更深圳交付中心扩建项目实施地点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建设内容及实施方式均无变化，不会对募投项目

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

实缴注册资本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加上海泓智和博彦集智等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可加

快推进相关项目的建设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优质

资源，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上海泓智进行增资，对博彦

集智实缴注册资本系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需要，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安

排及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对子公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等相关事宜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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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

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事宜。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系出于公司业

务规划和发展战略考虑，有利于公司巩固区位优势、节约成本；有利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一）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

实缴注册资本事项的审议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

子公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系基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提升

相关主体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本次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以及公司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对募投项目

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主体进行增资、实缴注册资本。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的审议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系根据公司战略发展

需要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建

设内容及实施方式均无变化，不会对募投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实缴

注册资本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的业务规划和发展战略，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上海泓智和博彦集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建

设内容及实施方式，不会对募投项目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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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因此，中泰证券对本次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实缴注册资本及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展                      仓  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