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今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创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文

件的要求，对今创集团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618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200 万股，

发行价格 32.6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372,98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1,321,814,333.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全部到位，由上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18）第 0336 号）。 

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截至目前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目前

投入进度 

目前理财收益及

存款利息等（扣

除手续费后） 

目前理财收益及

存款利息等余额

（扣除手续费后） 

募集资金余额 

动车组配套装备

制造项目 
60,855.38 13,171.10 21.64% 5,292.62 5,292.62 52,976.91 

城市轨道交通配

套装备扩建项目 
30,157.75 0.8786 0.0029% 2,704.90 2,704.90 32,861.76 

补充流动资金 41,168.30 41,168.30 100.00% 85.38 - - 

合计 132,181.43 54,340.28 41.11% 8,082.90 7,997.52 85,838.67 

注：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有 85,600 万元未到期，预计到募集资金变更

日（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将增加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约

503.52 万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城市轨道交通配套装备扩建项目”、“动车组

配套装备制造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如下： 

投资项目 开户行       账号 

动车组配套装备制造

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3205016267360000051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406010100100495989 

城市轨道交通配套装

备扩建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经济开发

区支行 
10603701040016325 

2、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截至目前累

计投入金额 

拟募集资金变

更用途金额 

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金额 

占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比

例 

目前理财收益及

存款利息等余额

（扣除手续费后） 

募集资金余

额 

动车组配套

装备制造项

目 

60,855.38 13,171.10 47,684.28  78.3567% 5,292.62 52,976.91 

城市轨道交

通配套装备

扩建项目 

30,157.75 0.8786 30,156.87  99.9971% 2,704.90 32,861.76 

合计 91,013.13 13,171.98 77,841.15 - 7,997.52 85,838.67 

注：自 2020 年 8 月 6 日至募集资金变更日，上述银行账户中剩余募集资金新产生的

理财收益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三）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行业发展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城

市轨道交通配套装备扩建项目”、“动车组配套装备制造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合计

金额为 77,841.15 万元（不含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同时募集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及存款

利息等余额（扣除手续费后）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将用于： 

1、以募集资金 22,150 万元收购今创电工 50%股权； 

2、以募集资金 55,691.15 万元及募集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

费后），偿还公司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

下简称“进出口银行”）的银行贷款。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本次涉及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城市轨道交通配套装备扩建项目”、“动车

组配套装备制造项目”，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18

号文）核准，具体情况如下： 

1、“动车组配套装备制造项目”（以下简称“动车项目”） 

动车项目于 2015 年 3 月取得常州市发改委出具的《区发展改革局关于准予今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动车组配套装备制造项目备案的通知》（武发改[2015]46 号）本项目拟新建批量

生产动车组车辆内部装饰类和设备类产品，具体包括购买建设用地，建设加工装配车间厂

房、办公及仓储物流仓库，购买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等。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位于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项目总投资为 60,855.38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27,341.20 44.93% 

2 设备及安装工程费 12,307.50 20.22%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341.59 3.85% 

4 土地使用权 3,291.20 5.41% 

5 预备费 1,982.44 3.26% 

6 铺底流动资金 13,591.45 22.33% 

合计 60,855.38 100.00% 

动车项目建设期原计划为 18 个月，经营期第 2 年达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会议及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将募投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本募投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103,533 万元，年均新增净利润 19,293.26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3.63%（税后），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96 年（税后，



含建设期）。 

项目实际实施主体为公司，实际已使用资金 13,171.10 万元，主要用于土地、厂房、设

备等固定资投入和铺底流动资金。  

该项目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实现效益 2,588.39 万元，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为 47,684.28 万元，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产生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共 5,293.26 万元，尚有

52,800.00 万元理财未到期、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76.90 万元。 

2、“城市轨道交通配套装备扩建项目”（以下简称“城轨项目”） 

城轨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取得常州市发改委出具的《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准今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配套装备扩建项目的通知》（常发改[2012]428 号）。城轨项目拟

建设城轨车辆内饰、设备产品及车辆车体架模块化产品，具体包括建设加工装配车间厂房、

办公及仓储物流仓库，购买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等。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位于

常州市武进高新区今创国际工业园内，项目计划总投资 30,157.75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11,557.28 38.32% 

2 设备及安装工程费 11,397.75  37.79%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62.37  4.19% 

4 预备费 1,147.75  3.81% 

5 铺底流动资金 4,792.60  15.89% 

合计 30,157.75 100.00% 

城轨项目建设期原计划为 18 个月，经营期第 2 年达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

案》，将募投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62,242 万元，年均新增净利润 8,649.10 万元，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5.50%（税后），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5.35 年（税后，含建设期）。 

项目实际实施主体为公司，实际使用资金 0.8786 万元，主要用于常州博信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的费用，项目尚未实现效益，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0,156.87 万元，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产生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共 2,705.11 万元，尚有 32,800 万元理财未到期、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61.77 万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轨道交通车辆配套行业发展渐稳，公司产能扩张需求发生变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提升，轨道交通装备的市场需求依

然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预计国内外轨道交通装备配套行业在未来几年中仍将保持稳步的

发展。 

动车项目和城轨项目立项期间，轨道交通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动车项目于 2015

年立项时，系依据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铁路固定投资大幅增长，动车招标数量激增的

情况下，并结合我国的有关规划，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的基础上考虑的。随着我国经济不

断发展，我国陆续出台规划，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提出到 2020 年全国铁路营

业里程达 15 万公里左右，其中快速铁路达 3 万公里，到 2025 年，铁路网规模达到 17.5 万

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 3.8 万公里左右。到 2030 年，高铁里程将达到 4.5 万公里，形成

“八纵八横” 的高速铁路网。我国铁路固定投资总额自 2015 年达到峰值以后，虽然在 2016

年底推出了“八纵八横”规划，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至今一直维持在 8,000

多亿元/年，不再显著增长。截至 2019 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 13.9 万公里以上，其

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 3.5 万公里，从铁路建设周期，以及车辆加密的需求来看，东部及

沿海发达区域的高铁建设较早，已经历过一段动车组加密购车时期，此外，“八纵八横”中

一些中西部区域的动车组密度需求低于东部及沿海发达区域。因此，目前及未来对动车组

新造车辆总体需求的增速已有所回落，另一方面，未来市场将会出现因车辆保有量不断扩

大，进而带动维保市场的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 

城轨项目于 2012 年立项，2012 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数仅 2286 公里，2012 年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速处于高锋期，2013 年城市轨道交通客运强度为 1.3 万人次/

公里日，市场对城市轨道车辆需求增长较快，新造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市场产能增长迅速；

同时，公司在 2015 年以前的出口销售占比较小，发展至 2015 年，境外销售收入为 3.91 亿

元，占公司总销售收入比为 16.26%。公司城轨项目正是基于当时国内市场需求及预期市场

需求均快速增长、同时为加快拓展公司海外业务的基础上考虑的。但经过几年快速发展，

2015 年城市轨道交通客运强度下降到 0.83 万人次/公里日，客运压力有所缓解，同时，随

着我国各城市轨道新建规模快速增长，受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带来的压力影响，城市轨道交

通新建项目规模以及配属车辆的增速有所回落，2017 年随着国家积极政策的出台，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增速又有所回升，但总体增速趋势已有所减缓。至 2019 年末，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数达到 6,736 公里，与我国各城市规划里程 2.8 万公里比缺口巨大，预计城市轨

道新建项目会继续增长，包括已投运项目加密的采购需求，预计未来城市轨道车辆配套市

场会继续保持现有的较大市场需求规模，但未来发展态势会较为平稳，增速再继续快速增

长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出口业务方面，受公司通过自筹项目的建设的支撑，2019 年公司境外销售收入

已达 8.73 亿元，占公司总销售收入比达到 25.71%，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在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下，轨道交通作为高端装备制造，在国际贸易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公司未来

海外业务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产能的扩张需求进行了调整，规避短期内固定资产投

资过大，可能造成产能过剩的风险。 

2、公司自筹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可替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产能 

动车项目和城轨项目（以下合称“原募投项目”）与公司子公司江苏今创交通设备有限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投资在建的“轨道交通配套装备及零部件项目”（以下简称“自筹项目”）

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扩大产能的项目，自筹项目系国开发展基金支持的项目。由于公司柔性

化的生产模式的特点，各项目、产品间部分生产工序类同，同一生产线可以安排生产不同

类型、不同项目的轨道交通车辆内装及设备产品，自筹项目通过适当安排也可生产原募投

项目的产品。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自筹项目新建生产及办公辅助用房的总体规划，一期、二期建设

共 31.8 万平米均已完成建设，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为苏（2019）常州市不动产

权第 2036336 号），并投入使用。自筹项目建设规模较大，建成后公司总体产能得到了较好

的有效提升。按现阶段公司所处行业总体稳定发展的市场趋势，原募投项目和自筹项目均

已完成的建成部分，合计新建产能规模较大，已经能基本满足公司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

与市场发展相匹配的产能增长需求。若继续推进原募投项目建设，可能会在短期内产能过

快扩张，造成部分产能过剩，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不利于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3、收购今创电工有助于完整公司产品线，有效提升整体业绩 

围绕公司“为全球轨道交通提供一站式配套解决方案”的企业使命和战略，公司收购



今创电工能在公司原有产品系列基础上，可继续丰富动车、城市轨道配套电气设备产品种

类，丰富和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线，提升公司行业综合竞争力。同时，今创电工系公司合

营公司，其具备优质的资源和良好的业绩，公司收购小糸製作所持有今创电工 50%的股权，

将今创电工纳入公司并表范围，能有效整合资源，今创电工可添加国外市场业务，预计对

公司轨道交通配套业务盈利能力带来明显的提升，直接增加公司主营业务的净利润总额。 

4、偿还银行贷款，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近年来，虽然公司经营业务稳定发展，财务结构有所改善，但最近三年末，公司合并

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82%、49.67%及 54.74%，负债处于较高水平，2019 年 12 月 31

日银行贷款余额 222,740.15 万元，近三年贷款利息分别为 5,656.87 万元、6,699.49 万元、

7,129.79，偿还银行贷款，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综上，由于公司原募投项目所处行业与公司立项之初的预期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公司

预计未来将总体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公司产能扩张需求内外环境均发生变化，尤其是公司

原募投项目和自筹建设已完成部分的新增产能规模较大，已能满足当前市场发展及未来一

段时间对公司产能增长的需求，若按原计划投入预计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目标，更有可

能会产生产能过剩，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而投入收购今创电工项目，有助于公司丰富

产品线，快速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同时，偿还银行贷款，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上述变更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三、原募投项目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针对原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实施进度及延期情况，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定期进行了披露，前期充分解释原募投项目可能变更的风险，具体内容

如下： 

（1）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阐述了城轨项目延期的原因，即城轨项目与公司自筹项目

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扩大产能的项目，自筹项目一期建设约 2.7 万平米已完成，并取得《不

动产权证》，证书编号为苏（2018）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3154 号，二期建设规划约 29 万

平米，已完成约 18 万平米厂房的主体建设，预计达产后能基本满足公司现阶段产能需求。

同时推进 “城市轨道交通配套装备扩建项目”的建设，虽有助于公司快速扩张产能，但同



时也会加大快速扩张的成本压力。因此，为保障股东利益，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

情况，公司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对城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适当延期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2）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2019 年一季度报告》中对城轨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

的事项，再次进行了与 2020 年 4 月 2 日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内容一致的披露。 

（3）2019 年 8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阐述了动车项目延期的原因，即动车项目”与自筹项目均

为公司主营业务扩大产能的项目，自筹项目一期建设约 2.7 万平米已完成，并取得《不动

产权证》，证书编号为苏（2018）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3154 号，二期建设规划约 29 万平

米，已完成主体建设并竣工验收，尚在办理《不动产权证》，预计投入运营达产后能基本满

足公司现阶段产能需求。为避免公司因短期内过快扩张，可能造成部分产能过剩，从而增

加不必要的成本，动车项目现阶段推进较为缓慢。基于上述原因，为保障股东利益，根据

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对动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4）2019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74）中披露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展情况：城轨尚未实施，动车项目尚在实施，但进度较为缓慢，具体原因为原募投项

目与自筹项目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扩大产能的项目。自筹项目系国开发展基金支持的项目，

自筹项目一期建设约 2.7 万平米已完成，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为苏（2018）常州

市不动产权第 2013154 号），并已投入运营。二期建设规划约 29 万平米，已完成主体建设

并竣工验收，尚在办理《不动产权证》，并购置了部分设备。根据当前市场稳定发展的趋势，

预计自筹项目达产后，能满足公司现阶段与市场发展相匹配的产能增长需求。在投建自筹

项目期间，若继续同时推进原募投项目的建设，可能会在短期内产能过快扩张，造成部分

产能过剩，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同时，由于公司柔性化的生产模式，各项目、产品间

部分生产工序类同，同一生产线可以安排生产不同类型、不同项目的轨道交通车辆内装及

设备产品，自筹项目通过适当安排也可生产原募投项目的产品，因此，为保障股东利益，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城轨项目在报告期内尚未实施，动车项目进度较缓，

仅维持现有规模运营生产，以对公司现有产能进行补充。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后续原募投项目的建设运营或进行变更等有关事项。 



（5）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在《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展情况：城轨尚未实施，动车项目尚在实施，但进度较为缓慢，原募投项目与自筹

项目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扩大产能的项目。自筹项目系国开发展基金支持的项目，自筹项目

一期建设约 2.7 万平米已完成，已投入使用，二期建设约 29.1 万平米，已完成基建工程，

取得《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为苏（2019）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36336 号），并购置了部

分设备。根据当前市场稳定发展的趋势，预计自筹项目达产后，能满足公司现阶段与市场

发展相匹配的产能增长需求。在投建自筹项目期间，若继续同时推进原募投项目的建设，

可能会在短期内产能过快扩张，造成部分产能过剩，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同时，由于

公司柔性化的生产模式，各项目、产品间部分生产工序类同，同一生产线可以安排生产不

同类型、不同项目的轨道交通车辆内装及设备产品，自筹项目通过适当安排也可生产原募

投项目的产品，因此，为保障股东利益，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 城轨项目在

报告期内尚未实施，动车项目进度较缓，仅维持现有规模运营生产，以对公司现有产能进

行补充。公司已着手研究加快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事宜，通过提高公司资金合理有效的使

用，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来回报投资者。因此，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

和经营资金需要，合理安排后续原募投项目的建设运营或进行变更等有关事项。 

（6）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在《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一季度报告》及《关

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29）中再次披

露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原募投项目尚在实施但进度缓慢，主要系因原募投项目

与自筹项目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扩大产能的项目。自筹项目系国开发展基金支持的项目，一

期建设约 2.7 万平米已完成，二期建设约 29.1 万平米，已完成建设，取得《不动产权证》

（证书编号为苏（2019）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36336 号），并投入使用。根据稳定发展的市

场趋势，自筹项目项目达产后，能满足公司现阶段与市场发展相匹配的产能增长需求。在

投建自筹项目期间，若继续同时推进原募投项目的建设，可能会在短期内产能过快扩张，

造成部分产能过剩，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同时，由于公司柔性化的生产模式，各项目、

产品间部分生产工序类同，同一生产线可以安排生产不同类型、不同项目的轨道交通车辆

内装及设备产品，自筹项目通过适当安排也可生产募投建设项目的产品。因此，为保障股

东利益，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动车项目进度较缓，仅维持现有规模运营生

产，以对公司现有产能进行补充， 城轨项目近期才启动，公司正着手研究加快剩余募集资

金的使用事项，通过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来回报投资者。但鉴于未



来市场情况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出于谨慎性原则，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和经营资金需要，尤其是公司 2019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流动资

金相对紧张等情况，合理安排后原续募投建设项目的建设运营或进行募投项目变更等有关

事项。 

四、本次拟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一）收购今创电工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为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与今创电工的股东小糸製作所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以支付现金方式使用剩余募集资金中 22,150.00 万元用于购买小

糸製作所持有的今创电工 50%股权。目前公司与小糸製作所各持有今创电工 50%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今创电工 100%股权。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中评估”）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

益法对今创电工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出具了《今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常州小糸今创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 1035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选取收益

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今创电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46,900.00 万元，较经审计后账面净资产 45,179.13 万

元，评估增值 1,720.87 万元，增值率 3.81%。交易各方经友好协商，确定今创电工 50%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2,150.00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现金收购江苏今创电工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4）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实施的目的 

A、推动战略布局，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实力 



今创集团作为轨道交通配套行业的领先企业，为进一步落实“为全球轨道交通提供一

站式配套解决方案”的企业使命和战略，收购今创电工 50%股权后实现 100%控股，以进一

步发展和完整公司产品线，整合今创电工资质、技术、客户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行业综

合竞争实力，为公司战略发展提供助力。 

B、注入优质资产，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今创电工合资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14 日，主要从事高铁、地铁、轻轨电气设备和信息

显示系统产品等部件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司从初期的引进、消化吸收日方股东运

用于日本新干线的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自 10 年前已基本形成独立的技术研发和设计能力下

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自 2011 年起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今创电工一直依

托今创集团强大的资源优势，主要为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配套服务。

本次收购后将成为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成为一家完全自主的境内专业企业，在我国积极

提倡经济“内循环”大背景下，更有利于未来在国内市场上进一步充分发挥这一资源优势。

同时，本次收购后，将改变今创电工以往业务主要聚焦于国内市场的策略，有利于积极开

拓今创电工的国际市场业务。 

结合根据今创电工 2017 年~2019 年三年平均年销售为 4.30 亿元人民币、平均净利润

9,757.00 万元人民币来看，今创电工是一家经营业绩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本

次交易完成后，今创电工将成为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有助于增加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本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A、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线进一步拓展业务 

今创电工目前的主营业务产品包括动车、城市轨道配套的电气设备等，产品主要有电

器柜、操纵台、显示器等轨道交通配套产品。如本次交易最终实施，公司通过收购今创电

工股权，能进一步丰富公司轨道交通配套业务产品线，同时拓展国内外上下游客户资源，

有助于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进一步落实“为全球轨道交通提供一站式配套解决方案”

的公司使命和战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B、有利于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水平 

本次收购交易完成后，今创电工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轨道交通配套业务

盈利能力带来明显的增厚效应，预计将直接增加公司的主营业务净利润总额。 



3、项目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需要，但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审批、经营管理、

市场变化等方面的风险。  

    （1）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事项涉及外汇支付，交易最终完成尚需获得必要的备案或审批，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2） 运营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今创电工未来在其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经营管理风险、

行业政策风险、市场变化风险等不可预测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公司投资收益。公司将谨慎

对待风险，并会采取措施积极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二）偿还银行贷款 

为了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优化公司负债结构，拟使用募

集资金 55,691.15 万元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结余利息和理财收益归还如下银行贷款：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 借款期间 

苏州银行 1,000.00 2020.4.23-2020.10.23 

工商银行 5,000.00 2020.5.29-2021.5.25 

农业银行 5,000.00 2020.5.6-2021.5.5 

交通银行 10,000.00 2020.6.1-2021.5.10 

花旗银行 8,000.00 2019.11.14-2020.11.13 

建设银行 10,000.00 2020.07.31-2021-07-30 

进出口银行 30,000.00 2020.6.24-2021.9.24 

合计 69,000.00 - 

五、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

正常生产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

同利益。变更后的收购今创电工 50%股权项目，有利于进一步落实“为全球轨道交通提供

一站式配套解决方案”的公司使命和战略，丰富公司产业线，进一步拓展国内外业务，增



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提高公司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增加公司市场价值，同时，也有助

于公司产销渠道等方面的资源整合，有利于挖掘国内外新的市场机会；变更后的偿还银行

贷款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保障公司未来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 

六、履行的程序 

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基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行审慎分析基础上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现阶段的实际生产运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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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菁菁                 冷鲲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