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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

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飞数据”、“公司”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 2019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

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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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就奥飞数据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434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奥飞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6,32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每股发行价格

18.15 元人民币。截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296,208,000.00

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 40,807,163.00 元人民币，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55,400,837.00 元人民币，其中新增股本 16,320,000.00 元人民币，股本溢价

239,080,837.00 元人民币。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广会验字

[2018]G16003300326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2019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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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082 号”文《关于同意广东奥飞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 6 名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2,310,848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实际发行价格 38.99

元。截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9,999,963.52 元人民币，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 9,950,216.33 元人民币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70,049,747.19 元人民币，其中增加股本 12,310,848.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457,738,899.1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兴所（2020）验字

GD—087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29,620.8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25,540.08 万元，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互联网数据中心扩建项目”。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对广州科学城神舟机房进行扩建，但由于规划建

设地点近年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加，经与相关各方协调后仍无法获得足够的电力

容量，公司将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广州开发区永顺大道中 5 号。实施地点变更后，

项目用电申请仍未获得供电部门的正式批复，剩余机柜实际未启动建设。 

为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部分“互联网数据中心扩建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龙河经济开发区龙泽路 188 号，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市讯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讯云”），

变更后部分“互联网数据中心扩建项目”即为“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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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1 
互联网数据中心

扩建项目 
奥飞数据、廊坊讯云 25,540.08 26,517.71

注
 

合计 - 25,540.08 26,517.71 

注：募投项目实际累计投资额为 26,517.71 万元，其中奥飞数据建设广州科学城神舟机房扩

建项目投入 8,216.74 万元，廊坊讯云建设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投入 18,300.97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廊

坊讯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开始产生效益，实际投资金额与承

诺投资金额不存在差异。 

（二）2019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公司 2019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48,000.0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004.97 万元，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廊坊

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具体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1 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 廊坊讯云 34,379.95 34,379.95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

款 
奥飞数据 13,620.05 12,625.02

注 

合计 - 48,000.00 47,004.97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995.03 万元为支付的公司 2019 年度创业板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费用（不含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开始产生

效益，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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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原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主体 

1 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 廊坊讯云 奥飞数据 

2 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 廊坊讯云 奥飞数据 

（二）变更原因 

廊坊讯云系奥飞数据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项目实施主体主要基于公司对

IDC 业务的总体规划及战略布局等原因做出的审慎决定，更利于公司 IDC 业务

的市场拓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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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投资总额的变更，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变更事项的完成时间及完成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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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投资金

使用的内外部监督，确保募投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廊

坊讯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及“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全资

子公司廊坊讯云变更为奥飞数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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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廊坊讯云数据中心

一期项目”及“廊坊讯云数据中心二期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廊坊讯云

变更为奥飞数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主要基于公司对 IDC 业务的总体规划及战略布

局等原因做出的审慎决定，更利于公司 IDC 业务的市场拓展，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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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上述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方

式、实施地点、投资总额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变更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无异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公司根据项目

的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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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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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大地                           倪佳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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