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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20121 号），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特”、“公司”、“发行人”或“申

请人”）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立信

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

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同时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阿尔特汽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中“释义”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

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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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8,881.52 万元，其中 64,281.52 万元投资

于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该项目研发支出整体资本化率为 67.18%，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益。 

请发行人结合募投项目实施后新增无形资产摊销情况、下游客户及汽车行

业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说明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对问题的回复 

（一）请发行人结合募投项目实施后新增无形资产摊销情况、下游客户及

汽车行业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说明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1、募投项目实施后新增无形资产摊销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中，“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涉及研发投入，建设期内预计

合计形成开发支出（资本化支出）53,259.58 万元。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结合

具体项目研发的相关技术预计收益年限，预计上述资本化支出形成的无形资产摊

销情况及其占 2020 年营业收入比例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摊销金额 1,207.67 7,246.01 7,246.01 7,246.01 7,246.01 7,246.01 7,162.26 6,126.23 2,533.36 

2020 年营

业收入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82,104.54 

占比 1.47% 8.83% 8.83% 8.83% 8.83% 8.83% 8.72% 7.46%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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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报告期内形成及报告期后预计形成的开发支出（资本化支出）金

额较高，未来年度开发支出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金额较大，占 2020 年营业收入

比例呈现出先高后低的特点。 

2、下游客户及汽车行业市场需求 

（1）下游目标客户 

大类 细分项目 主要功能 目标客户 

模块化平

台研发 

城市物流车

纯电动平台 

项目主要功能是为客户提供专属商用

车的纯电动平台，以便客户能够更加快

速的完成电动物流车的设计与后续制

造 

产品目标客户为行业

内纯电轻卡、中卡汽

车生产企业 

适用于多级

别乘用车的

超级平台 

项目主要功能是在消费者需求越来越

多样化、个性化以及快速变化的汽车市

场，该平台可为客户提供一个自主知识

产权的多级别乘用车开发平台，通过模

块化方式快速灵活地实现多级别不同

车型的设计研发，大大降低整车企业新

车型开发的时间和财务成本 

产品目标客户包括市

场主要轿车、SUV、

MPV等整车生产企业 

高性能动

力单元系

统研发 

6G30T 二代

机研发项目 

产品主要功能是为客户提供先进的大

功率燃油发动机产品 

目标客户主要为大型

SUV、长轴距三厢轿

车、中巴车等整车生

产企业 

串联混动系

统 

产品主要是为整车生产企业提供燃油

热效率高，总体能量消耗小于燃油车，

同时无纯电动车的里程焦虑的串联混

合动力系统 

目标客户主要为轿

车、SUV、MPV 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 

集成式纯电

动汽车动力

总成 

产品主要功能是为客户提供集成电机、

减速器、电机控制器和整车控制器的

“四合一”纯电动动力总成产品 

目标客户主要包括中

小型轿车、SUV、MPV

纯电动汽车生产企业 

电子电气

架构研发 

域控制器硬

件以及底层

软件 

产品主要功能是为客户提供全新的域

控制器软硬件技术，可以满足汽车车身

域、动力域等多种域控制器的硬件及底

层软件需求 

目标客户包括轿车、

SUV、MPV 纯电动汽

车生产企业 

新一代整车

电子电气架

构 

产品主要功能为客户提供一款面向服

务的整车电子电气架构，从而使得汽车

正式成为移动的智能终端 

目标客户主要包括乘

用车、商用车传统车

企及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 

（2）汽车行业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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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块化平台研发方面 

从汽车行业政策方面看，工信部公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中指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0%左右；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需要持续提升新

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能力。对于汽车企业而言，模块化平台的运用将大幅降低汽车

企业的生产研发成本以及研发周期，继而带来汽车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纵观全球，

模块化平台已经是众多车企平台化发展的主基石，欧洲车企是该技术的领导者。

在国内，模块化平台技术还处在发展阶段，目前进行模块化平台的研发，可以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设计能力，开拓新的市场机遇。 

①城市物流车纯电动平台 

电动物流车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的一个重要细分领域，在近几年得到了

快速发展。然而，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纯电动物流车型都是由传统燃油车换电改造

而来，并未针对物流运输需求进行真正的电动化研发设计。基于燃油车架构改造

的电动化汽车在技术升级及整车能耗上已遇到一定瓶颈，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新

能源市场。 

从需求端看，得益于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物流快递行业持续增长，城市内

短途运输需求量大，受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动，电动物流车市场逐步兴起，已成

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细分市场。电商物流车的持续发展与电动化替代趋势给电动

物流车市场带来较大的想象空间。2014年以来国内电动物流车产销量快速增长，

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统计数据，2019 年我国电动物流车产量达到 6.22 万

辆。 

从长远来看，较为优惠的购置成本、低廉的运营成本以及节能环保的优势使

得纯电动物流车在城市内快递运输、邮政运输以及市政环卫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市

场竞争力。同时国家及地方亦相继推出扶持政策，希望以此推动高效、低碳的城

市物流发展，持续引导物流车等专用车辆采用新能源汽车。未来随着政策支持与

需求端持续提升，各大车企逐步发力纯电动物流车市场，物流车纯电动平台市场

空间较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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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适用于多级别乘用车的超级平台 

模块化平台已经逐步成为众多车企平台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全球领先车企如

大众、丰田等均已自研并使用跨级别开发平台，使得其在新产品推出的速度和成

本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模块化平台技术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通过模块

化平台的研发，公司可助力国内汽车行业紧跟全球汽车技术发展趋势，实现开发

平台的升级，从而降低开发成本，提高生产制造效率。因此，国内各整车厂商对

模块化多级别汽车开发平台有较大需求，相应市场空间巨大。 

2）高性能动力单元系统研发 

发动机是传统汽车动力系统的核心部件，动力总成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的

核心部件。发动机和动力总成是汽车性能的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其设计能力和水

平是衡量汽车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标准之一。动力单元系统的持续改进提升将为

用户带来更佳的产品驾驶体验与更加经济的使用成本。 

①6G30T 二代机研发项目 

随着汽车行业新能源化的趋势以及环保要求的不断提升，传统燃油车的发展

越来越受到排放要求的限制。控制并不断降低车型燃料消耗量是有效缓解能源和

环境压力的重要手段，是推动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成为我国加快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政府部门持续收紧对于燃油汽车排放的标准要求。2016 年 12 月和

2018 年 6 月，《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和《重

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国六标准）分别发布，

国六标准出台。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使得原有传统大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车型

面临挑战。V6 发动机是可以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大排量发动机，主要用于道路

交通工具市场，包括国内大中型高端越野车市场、中巴市场、增程式卡车市场，

和非道路交通工具市场，包括船用、发电机组等。V6 发动机开发技术门槛高，

制造过程要求高，开发投入较大，且市场开发有风险，国内自主研发生产 V6 发

动机的制造商较少。公司特作为国内少数几家可自主研发生产 V6 发动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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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放法规日趋严格的情况下，柴油机逐渐退出大中型高端越野车市场，满足国

六排放法规要求的菱特 V6 发动机的市场空间越发明朗。 

②串联混动系统 

串联混动系统目前仍然是新能源市场中主流技术路线之一。根据中汽协数据

显示，2017 至 2020 年混动类型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 11.1、27.1、23.2、25.1

万辆。目前针对混动系统存在多种技术路径，例如串联混动、并联混动、串并联

混合动力等，每个技术路径对应的细分市场均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③集成式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 

集成式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系纯电动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之一。根据中汽协数

据显示，2017 至 2020 年纯电动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 46.8、98.4、97.2、111.6

万辆，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未来技术的不断演进，伴随着轻量化、小型化、高

效化、低成本化的需求，集成式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在纯电动汽车的应用比例预

计将逐步提升。目前集电机、减速器、电机控制器“三合一”技术集成式纯电动

动力总成已经相对成熟并应用，集电机、减速器、电机控制器和整车控制器的“四

合一”技术的集成式纯电动动力总成是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预计未来市场空间

持续增加。 

3）电子电气架构研发方面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 11 部委于 2020 年 2 月联合印发《智能汽

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了我国发展智能汽车的战略愿景和主要任务。智能驾驶

汽车的关键点在于通过软件与电子电气架构实现汽车的智能化转型。《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亦指出，实施新能源汽车基础技术提升工程，

要突破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新型电子电气架构、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系

统等关键技术和产品。 

目前市场车型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随着终端汽车用户需求的持续变化，

亦对于汽车产品的独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向服务的软件定义汽车解决方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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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智能汽车的重要发展趋势，通过部署全新域控制器软硬件、应用平台化、通

用化的底层系统亦将有效降低核心零部件成本，提升产品的性价比优势。 

整车电子电气架构解决方案系未来实现汽车智能化的核心架构，是汽车行业

未来最大的市场机遇。基于新一代电子电气架构的汽车，具有统一的计算平台和

操作系统，通过持续 OTA 可形成庞大的应用生态，满足用户个性化订制的需求。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电子电气架构的应用案例，并取得了良好的市

场反响，如Volvo计划2022 年量产下一代基于中央计算平台的SPA2 架构车型；

谷歌公司的 Waymo 车型已准备量产基于中央计算平台的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

已正式推出基于中央计算平台的车型，并通过远程在线更新技术不断为用户提供

创新功能服务，该服务方式取得极佳的市场反应；同时，国内各新势力造车企业

也在积极推进相关技术的应用，预计将在未来一至两年内推出相应的量产车型。

国内市场客户已经接受并期望新一代汽车能够具备新架构、新理念及新服务，新

一代电子电气架构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具备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域控制器和

底层软件是电子电气架构功能设计实现的核心部件和功能集成单位，未来同样具

备广阔的市场空间。 

3、竞争格局 

大类 细分项目 竞争格局 

模块化平台研

发 

城市物流车纯电动

平台 

目前汽车行业内从事纯电动物流车专用平台开发的

企业较少，根据公开信息查询，主要参与者包括奥杰

股份和江淮汽车等。其中，独立汽车设计公司奥杰股

份通过正向设计研发，打造专属纯电动物流车平台；

整车制造企业江淮汽车则通过迭代研发和平台移植，

建立三大产品平台，覆盖新能源微卡、轻卡、皮卡、

轻客、环卫等系列车型 

适用于多级别乘用

车的超级平台 

根据客户说明与公开信息查询，行业内部分整车企业

已完成或正在研发跨级别的开发平台。具体包括：大

众汽车 MEB 平台、丰田 TNGA 平台、雷诺-日产联

盟的 CMF 平台、吉利汽车 CMA 及 BMA 模块化平

台、东风高级模块化平台架构 DSMA、东风新能源

专属平台架构 ESSA 等 

高性能动力单

元系统研发 

6G30T 二代机研发

项目 

目前国内市场中，仅少数厂商如一汽红旗、长城汽车

等在大功率发动机研发方面有所投入，一汽红旗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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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 发动机的相关车型已实现量产 

串联混动系统 

据公开信息查询，以串联混动为主的技术路径中，目

前主要包括日产 e-Power、理想汽车等串联增程式混

合动力解决方案 

集成式纯电动汽车

动力总成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广汽集团已发布高性能两档双电

机四合一集成电驱动，实现了双电机、控制器和升级

版减速器的深度集成，带来更加强劲动力的同时，体

积、重量进一步降低，综合驱动效率、功率提升超 

10%；吉利汽车亦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其在研项目

包含新能源车集成电驱动系统开发专项，目标打造自

主研发新能源汽车用高度集成的电驱动系统 

电子电气架构

研发 

域控制器硬件以及

底层软件 

域控制器硬件及软件细分领域参与者较多，全球范围

内伟世通、德国大陆、博世、安波福在座舱域控制器

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国内企业华为、德赛西威、航盛

电子、东软等亦推出了座舱域控制器解决方案。此外，

国内整车厂商东风汽车、吉利汽车等在域控制器方面

亦已形成相关的技术积累或正在开展相关研发 

新一代整车电子电

气架构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逐步发展，新一代整车电子电气

架构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公开信息查询，为

应对这一变革趋势，各类汽车厂商均重点布局新一代

电子电气架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宝马、安波福、吉

利汽车、东风汽车等 

 

4、发展趋势 

近年来，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5G 通信技术等驱动因素的推动下，全

球汽车工业呈现出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发展的趋势，全球以生产者驱动为

特征的汽车产业价值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汽车价值链从生产制造领域

不断向研发设计和经营服务领域转变；另一方面，汽车行业正在加快吸收、融合

5G 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产品形态和技术迎来深度变革，汽车

生态圈、产业链、竞争格局都正迎来新一轮的变化，全球汽车行业发展阶段进入

了转型升级、智能发展的机遇期。 

（1）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随着科技和产业的变革，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新能源汽车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已宣布汽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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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禁售计划，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已经宣布在 2030 年前禁

止汽柴油新车销售。美国加州州长于 2020 年 9 月签署了至 2035 年将禁止该州销

售汽油和柴油动力的新车的命令。而我国也将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的地位。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提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竞争力明显提高，销量占当年汽

车总销量的 20%。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共识。 

（2）智能化和节能环保是整车行业的发展方向 

2020 年 2 月，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 11 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

发展战略》，提出到 2025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

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

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

同时指出，为了优化发展环境，要加强产业投资引导，鼓励社会资本重点投向智

能汽车关键技术研发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提出，“汽车工业十三五”将继续以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为发展思路，

同时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继续推进汽车工业的“绿色化”，通过生产智能化、产

品智能化全面发展智能制造，实现汽车强国的目标。 

为应对汽车燃油消耗快速增长以及尾气排放而引起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国家

相继出台了第四阶段燃料消耗法规、国六排放等法规，车辆油耗、排放等汽车指

标要求日趋严格。基于上述整车排放政策法规形势，需要从产品环保、节能两方

面，通过集成化、平台化等方法，针对性地开展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工作，在满足

第四阶段油耗和国六法规要求的基础上，达到第五阶段油耗法规，并为国七排放

规定奠定基础。 

（3）终端消费升级带来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汽车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软件定义汽车”概念日益普及 

从用户角度考虑，新能源汽车用户在购车时不仅看中车辆的驾驶性能，也更

加关注车辆的智能化以及科技应用。自动/辅助驾驶、智能灯光系统、智能钥匙、

智能语言管家、远程控车、车家互联、车载社交软件等功能逐渐成为用户在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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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时的核心需求。智能化在整车应用中能够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科技的出

行方式，目前已成为很多品牌汽车的标配。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软

件定义汽车”的概念日益普及，未来软件将更多的参与到整车的设计、开发、验

证中，同时将会贯穿到用户整个用车周期内，带来的是更快的开发周期、成本的

降低，同时可以为用户带来更优和多元化的体验。“软件定义汽车”的趋势将大

幅提升软件开发能力在汽车研发中的作用，对汽车研发和设计产生深远影响。 

在前述行业发展趋势下，公司结合自身在汽车研发设计领域的技术与客户优

势，重点围绕全球汽车业发展趋势开展模块化平台、高性能动力单元系统、电子

电气架构三大领域研发项目，持续攻关驱动系统集成一体化、高性能电驱动技术

等关键技术，加强公司在新能源开发平台、汽车动力系统、域控制器、电子电气

架构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巩固公司的技术研发优势，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机，以

巩固自身行业地位。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预测募投项目实施后预计形成无形资产摊销情况、下游

客户及汽车行业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方面看，公司拟开展的先进

性产业化研发项目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其研发投向符合汽车行业市场整体

发展趋势，在各细分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目标下游客户明确且具备一定的市

场需求。通过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的开展，公司将在相应领域形成持续的技术

积累，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间接产生有利的影响。虽然该项目预计未来年度形

成开发支出后，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金额较大，但随着公司相应研发项目的开展，

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水平。 

5、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对本次发行涉及的风险

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十、募投项目研发失败以及对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为顺应新一轮汽车产业变革趋势，公司结合自身在汽车研发设计领域的技术

与客户积累，开展模块化平台、高性能动力单元系统、电子电气架构三大领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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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以期巩固公司的技术研发优势。但从竞争格局来看，模块化平台领域，

城市物流车纯电动平台已有部分国内厂商完成相应平台开发，多级别乘用车超级

平台已有部分国内外厂商完成平台开发并投入生产；高性能动力单元系统领域，

大功率发动机方面已有国内外厂商完成相应研发并投产，串联混动系统方面已有

多家国内外厂商完成研发并搭载至整机进行销售，集成式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已

有部分整车厂商开展自主研发；电子电气架构研发方面，域控制器硬件以及底层

软件方面参与者较多，部分国际汽车零部件厂商已形成一定技术成果并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国内整车厂商、中小企业亦积极参与，新一代整车电子电气架构方面

部分整车厂商已完成研发，国内外厂商亦积极投入。整体而言，公司在相关领域

的技术布局、人才储备与客户储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较全球领先技术仍存

在一定差距；从技术壁垒方面，模块化平台、高性能动力单元系统研发、电子电

气架构研发等领域亦存在较多技术难点，公司尚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以攻克相关

技术，完善对应产品。由于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研

发项目进展未达预期，技术难关未能突破或研发成果无法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则

将导致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 

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涉及研发投入金额较高，预计未来年度将形成较大

规模的无形资产及摊销金额，同时相关研发项目需要一定的周期，未来下游客

户和市场需求可能随着汽车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故此公

司研发技术存在不能符合届时下游客户和市场需求的可能性；同时各研发项目

细分领域已有同行业公司成功研发应用或正积极开展相关研发，公司本次研发

项目将面临其他厂商的竞争压力，可能造成相关成果的市场价值下降，创造收

入不达预期的情况，同时若市场价值下降，可能导致已经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出

现减值，对经营业绩亦存在较大影响。综上，公司募投项目涉及未来研发支出

金额较大，如相应研发项目无法形成具备竞争力的技术成果，为公司业务贡献

收入，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二、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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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与“六、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风险因素”中补充披露了相关风险因素。 

 

三、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募投资金使用测算表，核

查本次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投资构成明细以及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 

2、复核公司测算本次募投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形成的无形资产及未来摊

销情况； 

3、查阅公开信息，了解本次汽车行业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

情况； 

4、与公司管理层访谈，了解本次募投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下游客户及汽

车行业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情况及对业绩影响的相关风险。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结合公司预测募投项目实施后预计形成无形资产摊销情况、下游客户及汽车

行业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方面看，公司拟开展的先进性产业化研

发项目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其研发投向符合汽车行业市场整体发展趋势，

在各细分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目标下游客户明确且具备一定的市场需求。通

过先进性产业化研发项目的开展，公司将在相应领域形成持续的技术积累，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将间接产生有利的影响。虽然该项目预计未来年度形成开发支出

后，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金额较大，但随着公司相应研发项目的开展，预计将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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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就公司研发募投项目形成较大规模无形资产及摊销金额，项目进展

未达预期，或研发成果无法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等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

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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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署页）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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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尚林争        赵  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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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报

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

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签名： 

 

 

沈如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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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首席执行官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报

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

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首席执行官签名： 

 

 

黄朝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