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 

暨收购果通科技股权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万马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马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万马科技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上海果通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通科技”、“标的公司”）股权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慎的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95 

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5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6 元。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1,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2,516,386.7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168,483,613.21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全部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由其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XYZH/2017SHA10261

号）《验资报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和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 

金额 

调整后投资 

金额 

累计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项目

余额 

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 



承诺投资项目  

通信及信息化设备

生产建设项目 
14,705.00 6,617.75 2,346.28  4,271.47 

7,626.5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143.36 2,143.36 0.00 2,143.36 

已变更投资项目  

安华智能股份公司

51%股权项目 
 5,087.25 5,087.25   

0.0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合计 16,848.36 16,848.36 10,433.53 6,414.83 7,626.51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具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346.28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626.51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其余部分已做理财，该项目营运情况均未达预

期。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监管政策、项目周期、盈利能力等因素，为降低经营风

险，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护股东权益，公司拟变更“通信及信息

化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果

通科技 100%股权项目，不足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补足。此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

用途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前 本次变更金

额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生

产建设项目 
6,617.75 4,271.47 

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生

产建设项目 
 2,346.28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143.36 2,143.36 

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

权项目 

6,414.83 

安华智能股份公司

51%股权项目 
5,087.25 0.00 

安华智能股份公司

51%股权项目 
5,087.25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000.00 0.0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000.00 

合计 16,848.36 6,414.83 - 16,848.36 

注：上述变更金额不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变更金额以划转时专户余额为准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果通科技的议

案》，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工程投资内容包括新建厂房、新增生产

设备及公用配套设施等附属工程。估算结果总投资为 14,705 万元，其中新增固

定资产投资 11,76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945 万元。项目利用公司已有的技术

积累，计划形成新增年产 77,680 套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的生产能力，包括 56,900

套 ODN 产品、11,000 套云计算 IDC 信息化机柜系列产品、7,260 套无线接入系列

产品、2,520 套移动医疗信息终端产品。具体的投资内容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工程 6,553.00 44.56 

2 设备购置费 4,405.00 29.96 

3 安装费 200.00 1.36 

4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59.00 1.08 

5 预备费 443.00 3.01 

6 铺底流动资金 2,945.00 20.03 

合计 14,705.00 100.00 

根据本项目内容和实施进度要求，项目实施期约 24个月（2.0 年），第 25

个月投产，当年产量达产 50.00%，项目计算期（含建设期）第四年达产。项目

实施进度原计划如下表： 

序号 项目实施内容 
第一年（季度） 第二年（季度） 

1 2 3 4 1 2 3 4 

1 可行性研究         

2 初步设计         

3 施工图设计         

4 土建、设备基础施工         

5 设备订购、安装调试         

6 试生产         

7 竣工验收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 2,346.28 万元，主要为固定资产



厂房建设和部分设备费用，和原计划投资进度相差较大且尚未产生效益。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计划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打造一流水准的通信及

信息化设备研发中心。研发中心由通信设备智能化管控研究室、5G 通信技术研

究室、光纤传输技术研究室、量子通信研究室、医疗信息化研究室、物联网技术

研究室、标准化与信息室、实验测试与分析室等部门组成，配备相关的试验设备、

检测设备等。本项目总投资 3,225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3,225 万元。具体的

投资内容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比例(%) 

1 建筑工程 1,018.00 31.57 

2 设备购置费 1,928.00 59.78 

3 安装费 50.00 1.55 

4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09.00 3.38 

5 预备费 120.00 3.72 

合计 3,225.00 100.00 

根据本项目内容和实施进度要求，项目实施期约 24 个月（2.0 年），第 25

个月投入运行。项目实施进度建议如下表： 

序号 项目实施内容 
第一年（季度） 第二年（季度） 

1 2 3 4 1 2 3 4 

1 可行性研究         

2 初步设计         

3 施工图设计         

4 土建、设备基础施工         

5 设备订购、安装调试         

6 试生产         

7 竣工验收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 0.00 万元，和原计划投资进度相

差很大。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的主要下游客户是各大通信运营商，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

动等，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通信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影响，而通信运营商的投资规模主要又受到信息产业升级的进程及国家产业政



策、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通信行业技术升级频繁，产品更新迅速，客

户对产品及服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周期性波动特征显著，各大运营商目前正处

于投资结构调整的过渡阶段，5G 技术还是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正在进行商业

应用推广，尚未进入大规模投资建设周期。公司当前的通信产品销售项目主要通

过招标获取，通信网络配线及信息化机柜产品的销量会出现一定波动，同时因为

通信技术在升级突破，尚且不够成熟，公司不适合大规模扩展产能，以免造成损

失，公司主要采取 OEM、改善生产工艺等方式，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暂可有

效补足产能。考虑到现阶段行业的周期性变化，通信技术不够成熟，公司多次研

究讨论并分析通信行业的状况，没有进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降低经营风险，

保护股东权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较快地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拓宽服务领域，

进入物联网细分市场，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实力，公司拟变更“通信及信息化设备

生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将项目变更部分资

金投入“收购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不足部分以自有

资金补足。 

本次拟收购果通科技 100%股权，果通科技是国内车联网行业领先的服务提

供商和解决方案商。果通科技通过整合车联网通信网络能力与信息化运营支撑能

力，以开放、高效、稳定的连接管理服务为核心，帮助车企合作伙伴实现联网汽

车通信业务的快速开通、高效运维和灵活运营，已服务国内多家主流车企，累计

前装车辆逾 350 万辆，积累了庞大的客户资源。果通科技积极布局 5G 车联网业

务，参与国内外汽车智能网联技术规范制定，前瞻布局自动驾驶时代的车联网服

务，拥有多项车联网相关的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基

于公司发展战略考虑，为拓宽通信领域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快速切入物联网领域，

通过收购整合已有的通信运营商资源及标的公司已有的市场和技术优势，发挥各

方合作的协同效应，深耕车联网业务，积极拓展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时代的车联

网服务范围，助力打造 5G 车联网时代“聪明的车、智慧的路、灵活的网、有温

度的服务”，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和挖掘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本次拟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股权收购事项是结合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业务发展环境及公司并购进展等方面之后做出的谨慎决



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原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优

化调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拟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果通科技 100%股权，以开拓新的业务板

块，助推转型升级。 

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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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规范

使用该部分资金。 

四、收购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交易概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与施成斌、闫楠、李勋宏、张继业、刘

以非、高岭（以下简称“转让方”）签订了《关于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权收购协议》，拟通过现金方式以人民币 18,000 万元收购果通科技 100%

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果通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于 2021 年 4月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果通科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对方一：施成斌 

身份证号码：310115198103****** 

对方二：闫楠 

身份证号码：211302198108****** 

对方三：李勋宏 



身份证号码：321024197611****** 

对方四：张继业 

身份证号码：310109196410****** 

对方五：刘以非 

身份证号码：310109197006****** 

对方六：高岭 

身份证号码：310227197409****** 

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①公司名称：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08202956X3 

③公司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600 弄 1 号 1805 室-7 

④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⑤法定代表人：施成斌 

⑥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⑦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31 日 

⑧经营范围：从事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网络工程，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通信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和自有设备租赁；网络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旅游信息咨询，物联网技术服务，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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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施成斌 39.72% 

2 闫楠 38.52% 

3 李勋宏 19.26% 

4 张继业 1.0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5 刘以非 0.80% 

6 高  岭 0.70% 

合  计 100.00% 

⑩主要经营数据 

1）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87,480,178.15   198,457,195.35  

负债总额  258,701,272.63   193,194,292.17  

净资产  28,778,905.52   5,262,903.18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38,338,307.92         118,900,275.62  

利润总额         27,175,076.15          25,629,032.86  

净利润         23,345,007.94          22,692,343.86  

注：上述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明细 

                         前五大客户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湖北亿咖通科技有限公司 135,499,408.50 113,427,328.13 

上海分泽时代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971,584.13 2,750,648.97 

高新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333,355.57  - 

中国移动 184,517.78  590,382.78  

北京同力数矿科技有限公司 107,057.02  -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485,377.36 

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322,641.51 

合计 138,095,923.00 117,576,378.75 

                       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中国移动 51,026,356.84 50,877,608.63 

中国联通 25,057,347.89 15,111,126.98 

广西南宁市卓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881,363.14 1,442,941.57 

中国电信 771,629.57  - 

益登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0,755.49  - 

捷德（中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1,496,650.83 



上海柯斯  - 117,924.53 

合计 86,937,452.93 69,046,252.54 

⑪果通科技未来 5年盈利预测 

项目 
未来盈利预测（单位：万元）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稳定期 

营业收入 16,168.82 19,962.47 24,505.56 28,132.23 30,181.77  30,181.77 

营业利润 2,902.66 3,105.72 3,215.70 3,160.47 2,775.79   2,775.79 

净利润 2,487.76 2,651.81 2,731.52 2,663.92 2,311.59   2,311.59 

⑫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担保、财务资助行为；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4、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收购方式：现金 

评估价值：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万

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1）第 110364 号），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果通科技 100%股东权益价值为 182,000,000 元。

未来 5年（2021-2025 年）净利润预测分别为：2,397.63 万元、2,559.61 万元、

2,602.17 万元、2,495.50 万元、2,103.58 万元。 

（2）标的股份及转让价格  

上海果通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价格 18,000 万元。 

（3）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第一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于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成就

或被受让方豁免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45%，

即 81,000,000 元（RMB 捌仟壹佰万元整）； 

第二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于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交割之日起三

（3）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 90,000,000 元（RMB 玖

仟万元整）； 

第三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转让方于标的股权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交割之日

起二十四（24）个月届满且目标公司不存在转让方未予披露的重大负债和/或或

有负债的前提下，受让方支付剩余标的股权购买价款，即 9,000,000 元（RMB 玖



佰万元整）。 

（4）过渡期间管理及公司治理 

①过渡期内，转让方应确保目标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履行对目标公司的

工作职责，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并及时将其所知的有关对目标公司已造成或

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书面通知受让

方。 

②转让方应当确保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管理团队及核心人员的稳定性（但因

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制度或给目标公司造成损失或其主动离职等

情形或者受让方要求的情形除外），并同意确保现有管理团队成员工作职责、薪

酬及激励方式的稳定，在过渡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③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应当且转让方应尽其最大努力促使目标公司以正常方

式经营运作并及时、妥善履行已签订的合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经受让方书面

同意。 

（5）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补充 

①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成立，自本协议及标的股权转让价款资金来源事宜

（即前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经万马科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

效。各方确认并同意，若最终因审批机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原

因导致本协议项下交易无法进行或推进的，则任何一方有权提出终止本协议，且

不构成任何一方的违约；任何一方已支付的款项，有权要求其他方予以返还。 

②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通过书面方式变更本协议约定的内容。 

③对本协议未尽事宜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④变更后的内容或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变更后的内容

或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发生冲突，以变更后的内容或补充协议为准。 

（6）违约责任 

①各方同意，若转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配合受让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完成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办理标的股权交割的或违反本协议项下

的其他义务、陈述与保证事项在重大方面不真实或被违反的，则视为转让方违约

（但是由于受让方的原因造成的除外），转让方应当分别向受让方支付其各自转

让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 20%金额的违约金，若该等金额不足以弥补受



让方由此受到的全部损失、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

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的，还应当赔偿受让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损害、费用和支

出。 

②各方同意，若受让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除付款以外的其他义务、陈述与保

证事项在重大方面不真实或被违反的，则视为受让方违约（但因转让方和/或目

标公司在本次收购过程中向受让方披露信息在重大方面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不完整而对受让方作出本次收购的判断构成重大影响或者转让方和/或目标

公司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给目标公司和/或受让方造成重大损失，而导致受让方

不予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或解除本协议的，不构成受让方的违约），受让方应

当分别向转让方支付其各自转让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 20%金额的违

约金，若该等金额不足以弥补转让方由此受到的全部损失、损害、费用和支出（包

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的，还应当赔偿转让方因此

遭受的损失、损害、费用和支出。 

③受让方未按照本协议规定按时支付任何一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全部或

任何部分（但因转让方和/或目标公司在本次收购过程中向受让方披露信息在重

大方面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不完整而对受让方作出本次收购的判断构成

重大影响或者转让方和/或目标公司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给目标公司和/或受让

方造成重大损失，而导致受让方不予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或解除本协议的，不

构成受让方的违约），则每逾期一日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相当于该等应付且未

付款项之万分之五的金额作为违约金，直至该等应付款项已全部支付。如受让方

的前述延迟付款达到六十（60）日（自应付款之日的次日其计算），则转让方有

权（但无义务）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 

（7）争议解决 

①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如果产生任何纠纷，任何一方均应

提交至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以其届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最终解决。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其中一名由转让方任命、一名由受

让方任命，第三名仲裁员由仲裁机构根据其届时仲裁规则任命，作为首席仲裁员。 

②在争议解决期间，除有争议的事项外，各方应继续全面履行本协议。 

5、本次交易的目的 



标的公司果通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车联网连接管理的服务提供商和解决方案

商。果通科技通过整合车联网通信网络能力与信息化运营支撑能力，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车联网连接管理服务，帮助车企合作伙伴实现联网汽车在生产、销售、用

户使用等阶段的车联网通信服务灵活运营和自动化运维。果通科技积极参与国内

外汽车智能网联技术规范制定，前瞻布局 5G 车联网业务，拥有多项专利及软件

著作权，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三大运营商、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商、

主流通信芯片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也是 GSMA、5GAA、CCSA、TAF、全国信

安委等技术标准协会的重要成员。基于公司发展战略考虑，为拓宽通信领域相关

的下游产业，，公司本次收购果通科技 100%股权，有利于增加公司新的业务和利

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项目背景和行业分析 

1、产品市场蓬勃发展 

当前正值车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的阶段。根据相关行业报告，车联网的发展

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连接建立阶段：车辆通过 2/3/4G 技术实现联网，打通

汽车内外信息流，逐步培养用户习惯并积累用户规模；阶段二、能力增强阶段：

车联网用户数不断增加，通过 5G 网络提升数据传输效率、增强数据处理能力，

业务形态更加丰富，实现部分自动驾驶功能；阶段三、应用升级阶段：在前两个

阶段的不断积累与扩展后，车联网用户已经达到足够渗透率，同时随着汽车产业

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车联网服务的终端已从辅助驾驶转向自动驾驶，车联网将迈

入终级发展阶段，实现基于自动驾驶的协作式智能交通。当前车联网正处于阶段

一和阶段二之间，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2、自动驾驶改变出行方式 

目前汽车行业正在步入以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为代表的新四化

时代。在汽车智能化浪潮下,人和车的关系被重新定义,汽车将成为人们出行的亲

密伙伴。近来，全国各地持续开放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测试范围，随着技术的不

断成熟，无人驾驶由热炒的概念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基于 5G 的信息娱乐系统

将成为大多数新车的标配，这大幅增加了车联网联网服务与信息娱乐生态的需

求。随着智能化、网联化程度提升，汽车逐步从代步工具向信息平台、娱乐平台

转化，车联网业务形态更加丰富，车联网服务范围大幅扩展，将不断产生新的利



润增长点。 

3、5G 通信技术助力机会空间 

车联网业务在国内发展近十年，伴随着蜂窝网从 2G到 5G的进化，经历了以

在线语音导航为主的呼叫中心服务、到导航诊断和救援为主的基础车载信息服

务、再到丰富的交通出行辅助与车载信息娱乐增值服务的阶段演进，车企客户对

高质量、专业化的连接管理服务需求不断增加，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移动通信

技术将为车、路、云之间的高效协同提供通信基础。车企客户的需求将在生命周

期管理、灵活计费、连接诊断等基础功能之上不断演进，车联网业务将逐步引入

基于 5G 技术的内容分发、边缘计算、网络切片等关键技术，促使车联网连接管

理服务转向更为精细、开放和智能的场景化管理服务，同时也在流量经营之外开

拓出新的商业模式。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有利于提升公司业务规模，提高综合竞争力 

果通科技长期深耕车联网领域，坚持以连接管理服务为基础的战略发展路

径。凭借优质稳定的连接服务，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快速灵活的市场反应，高

性价比产品获得了国内前装整车厂客户的青睐和信任，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

碑，截止到目前已服务国内多家主流车企，累计装车逾 350 万辆，积累了庞大的

客户资源，车联网用户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果通科技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

积极参与国际、国内行业规范制定，培养了一支经验丰富、具备前瞻能力的研发

队伍，积累了多项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果通科技以不断演进的连接管理能

力及延展的车联网服务内容，深刻理解前装车联网需求，与车企客户建立了紧密

的合作关系，在车联网服务领域内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本次收购果通科技股权，

有助于公司提升研发水平，扩大业务规模，快速进军车联网市场，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业务板块，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随着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到来，联网车辆渗透率将不断提高，智

能座舱带来的交互体验显著提升，用户使用车联网服务的习惯逐渐养成，车联网

服务内容将极大丰富，车联网服务市场预计将成为继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个战略新

兴市场。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拓宽通信领域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快速切入物联网领域，通过整合已有的车联网生态链资源及标的公司已有的市场

和技术优势，发挥各方合作的协同效应，以连接管理为基础，不断拓展自动驾驶

时代的车联网服务范围，丰富车联网信息娱乐服务内容，助力打造 5G 车联网时

代“聪明的车、智慧的路、灵活的网、有温度的服务”，深耕前装车联网业务，

积极探索前后装一体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信及信息化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受制于行业发展周期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该部分募集资金后续未得

到有效使用。本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项目用途用于收购果通科技股权，有助于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为股东

创造更多的收益和价值。 

（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1、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果通科技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

协同效应，双方需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使其

能较快地融于上市公司体系，与公司形成优势互补。此外，上市公司在保证对标

的公司控制力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对标的公司自主经营的干涉，以保持标的公

司原有的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本次交易后由于内外部原因导致标的公司的业务不

能与上市公司业务进行有效的整合，则将不能发挥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协同效

应，从而造成一定的风险。 

2、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果通科技 100%股 

权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且该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

要在未来各会计年度期末进行减值测试。由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公司

完成收购后将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如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

况恶化或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

不利影响。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车联网市场还在发展阶段，市场规模还将会进一步扩张，但随着业务

模式的成熟和较好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多的资本会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导致市

场环境随着竞争者的数量增加日益激烈。果通科技若不能持续强化自身核心优

势，将会对其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交易失败的风险 

公司虽然与交易对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宜尚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交易实施过程中，还可能会面临不可抗力风险、违

约风险等相关风险，导致交易失败。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万马科技本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果通科

技股权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和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该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

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对万马科技本次变更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暨

收购果通科技股权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剩余

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果通科技股权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赛德            张辉波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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