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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兴民智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民智通”或“公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回复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4 月，你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0.12 亿元，用于 5 个募投项目建设。

2019 年 4 月，你公司将募投项目数量调整为 3 个，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0.12

亿元。截至 2020 年 3 月底，你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为 1.27 亿元，其中对“智能

车载终端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为 0 元。请说明： 

（1）最近 1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以及募投项目实际

进度与投资计划的差异情况； 

（2）是否存在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9 条规定的情

形，是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一、发行人回复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全部投入如

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截至 2020年 3月 31

日投入金额 

2019 年度

投资金额 
已完成进度 

1 车载终端 T-Box 自动化生产及数据运营服务项目 49,208.16 8,363.33 1,173.67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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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截至 2020年 3月 31

日投入金额 

2019 年度

投资金额 
已完成进度 

2 智能车载终端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34,180.69 0 0 0% 

3 车联网研发及评测中心建设项目 17,799.69 4,377.41 329.31 24.59% 

合计 101,188.54 12,740.74 1,502.98 12.59% 

（二）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从 2016 年 9 月董事会审议通过预案，至 2018 年 4 月最终

完成发行上市，总计历时 19 个月，期间汽车行业的市场环境、市场需求等产生了一定

的变化。2016 年至 2019 年，我国乘用车与新能源汽车产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辆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乘用车   2,819.31    2,994.20    2,796.80    2,552.80  

新能源汽车      45.50       71.60      129.60      119.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由上表可见，受全球经济下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乘用车产量在 2017

年达到 2,994.20 万辆后出现连续下滑的态势，新能源汽车产量也在补贴退坡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下，在 2019 年出现了下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投资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产品与服务，受乘用车与

新能源汽车市场景气程度下降的影响，下游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公司结合行业发展现状、

公司战略目标以及投资风险的控制，综合决定放缓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以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合理的使用。 

尽管短期内汽车行业处于缓慢下滑态势，但从中长期来看，汽车行业仍是受国家大

力支持和鼓励的行业，随着经济复苏及各地支持政策的出台，汽车行业总体发展前景向

好。因此，公司仍将结合下游市场发展情况继续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募投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12,740.74 万元，投资进度为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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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计划投入金额的 50%。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波动、汽车市场前景分析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在调整募投项目

投资进度的同时，对项目的可行性重新进行了论证。经过论证，公司认为募投项目的可

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决定继续实施上述项目，但考虑到当前汽车市场环境变化、市场

需求、公司现有产能和经营状况等因素，将本次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建设完

成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文件履

行了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2、与管理层访谈，了解募投项目投资情况以及进展缓慢的原因、未来投资计划等； 

3、查阅了发行人《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等披露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募投项目进展缓慢主要受汽车行业下滑影响所致； 

2、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审议程序与信息

披露义务。 

2、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你公司多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现金管理，

请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现金流、负债等情况，补充说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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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回复 

（一）公司生产经营与现金流情况 

2018 年以来，我国汽车市场开始出现了负增长，2018 年全国汽车销量较 2017 年下

降 13.03%，2019 年全国汽车销量较 2018 年下降 0.1%。受汽车市场整体下滑等不利因

素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面临挑战。公司相继采取了包括价格让利、延长部分客户信用期

等措施维护市场、稳定客户，这也使营运资金需求相应增加。2017 年以来，公司营运

相关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周转率 3.41 3.61 4.51 

存货周转率 1.24 1.31 1.48 

营运资金占用额（万元） 173,750.39 155,981.10 142,897.00 

注：2019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营运资金占用额=（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应

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 

由上表可见，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随着行业大环境的变化而持续下

降，营运资金占用额在报告期内持续上升。受行业等因素影响，公司结合行业发展现状、

公司战略目标以及投资风险的控制，综合决定放缓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因

此存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通过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公司可降低经营周转下降对现

金流的影响。 

（二）公司负债情况 

2017 年以来，公司借款与利息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短期借款 85,400.00  107,097.72  118,003.74  

借款类合计 114,100.00 138,797.72 151,703.74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 6,231.52 7,673.66 6,653.09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1,839.70 1,943.97 4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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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2017 年以来，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额不断增长。为满足资金需

求，公司短期借款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且受到区域性银行信贷政策持续偏紧等不利影

响，公司借款成本持续上升，整体利息费用较高。2018 年 4 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到账以来，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情况，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

效避免公司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在银行信贷政策偏紧的环境下降低了公司的利息费

用，提升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同时，2017 年以来公司利息收入分别为 428.37 万元、1,943.97 万元和 1,839.70 万

元，2018 年度与 2019 年度利息收入较高，主要系 2018 年 4 月募集资金到账以来，闲

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通过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提升了相关资

金的使用收益情况。 

（三）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综上所述，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后，结合自身经营情况、现金流情况、负债情况以

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综合考虑后确定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

及现金管理等方式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收益，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汽车行业研究报告，了解发行人所处行业近年来发展情况； 

2、取得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与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对发行人财务指标进

行分析； 

3、与发行人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利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

及进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进行现金管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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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与必要性。 

3、请结合公司的募投项目进展情况，说明未来 6 个月是否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风险。 

一、发行人回复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投入金额 
已完成进度 

1 车载终端 T-Box 自动化生产及数据运营服务项目 49,208.16 8,363.33 17.00% 

2 智能车载终端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34,180.69 0 0% 

3 车联网研发及评测中心建设项目 17,799.69 4,377.41 24.59% 

合计 101,188.54 12,740.74 12.59% 

目前，“车载终端 T-Box 自动化生产及数据运营服务项目”已完成厂房的购置以及

一条 T-Box 生产线的购置，受疫情影响，投产计划略有延后，目前计划于 2020 年 6 月

投产。“智能车载终端设备生产建设项目”目前尚未投入；“车联网研发及评测中心建设

项目”已完成四个实验室的场地购置与装修，相关硬件与软件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持续购

置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投资进度较慢，主要系受汽车行业下滑影

响所致。 

（二）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风险 

因宏观经济波动、汽车行业整体发展缓慢等因素，加之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公司决定放缓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但从中长期来看，汽车行业仍是受国家大力支持

和鼓励的行业，随着经济复苏及各地支持政策的出台，汽车行业总体发展前景向好。公

司决定继续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密切关注汽车行业发展情况，待市场回

暖，逐步加快投资进度。因此，公司未来六个月没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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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与发行人管理层就汽车行业未来发展情况进行访谈； 

2、取得发行人关于未来 6 个月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未来六个月没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计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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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兴民智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谭国泰          签名：      __________                  2020 年 5 月 19 日 

 

张  健          签名：      __________                  2020 年 5 月 19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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