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宿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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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网宿科技此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

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9号文《关于核准网宿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 81,218,421股，每股面值为 1元，发行价格为 43.9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569,549,602.95 元，扣除发行费用 22,420,820.55 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3,547,128,782.40 元。国泰君安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瑞华验字[2016]4826000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6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延期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



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调整完成后，募

集资金用途安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其中，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面向边缘计算的支撑平台项目 32,108.76 32,108.76 2022年 12月 31日 

云安全项目 22,394.54 22,354.17 2020年 6月 30日 

海外 CDN 项目 53,495.45 53,495.45 2019年 12月 31日 

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 173,984.26 173,984.26 2021年 9月 30日 

暂未确定用途的募集资金 - 72,834.73 - 

合计 354,777.37 - 

注：“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投资总额中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64.49万元，截至目前已投入 50.59 万元。本公告中涉及本项目的投资

总额和投入金额中均包括该部分资金。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面向边缘计算的支撑平台项目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32,108.76万元，资金的投入主要用于研发投入、资源

租赁、业务开拓投入等。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累计投入资金 30,246.06万元，

投入进度 94.20%。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云安全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人民币 22,354.17万元，资金的投入主要用于研发投入、资源租赁、业务开拓投

入等。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累计投入资金 22,214.59万元，投入进度 99.38%。 

（3）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外 CDN 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

金人民币 53,495.45万元，资金的投入主要项目研发、购置软硬件设备等。截至

目前，累计投入资金 53,908.05万元，投入进度 100.77%。 

（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计划投

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173,984.26 万元，资金的投入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累计投入资金 145,610.83 万元，投入进度 83.69%。 

（5）暂未确定用途的募集资金 72,834.73 万元，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经法定程序用于现金管理。 



三、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厦门网宿为公司的区域中心，承担了公司研发、业务拓展及采购等职能。考

虑到厦门网宿的区域中心职能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为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决定由厦门网宿与公司共同作为“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

的实施主体。并使用计划投入“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 5,700

万元向厦门网宿增资。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为新增的

实施主体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另外，根据项目建设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决定将“网宿计算能力共享

平台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1、本次新增实施主体暨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网宿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 64 号 302室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05 月 13日 

营业期限：2016年 05 月 13日至 2066 年 05 月 12日 

经营范围：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接入及相

关服务（不含网吧）；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他未列明电信

业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后，厦门网宿注册资本将由 50,000万元增至 55,700万元，公司仍

持有厦门网宿 100%的股权。 

2、厦门网宿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068.79 127,457.36 

净资产 88,652.79 91,514.63 



项目 2021 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778.86 61,199.45 

净利润 -3,360.75 5,564.62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厦门网宿单体财务数据。 

3、“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

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

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原因 

“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旨在建成一个计算资源共享池，涵盖相关

IT 硬件设备及底层计算资源整合技术，以满足公司面向边缘计算项目、云安全

项目，以及公司其他运营业务中的底层计算资源及配套设施需求。本项目整合了

原社区云项目、云安全项目前期投入的 IT 设备，结合项目的需求统一进行资源

协同采购、调拨，并实施底层技术整合以及使用、统一管理。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73,984.26 万元，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于

公司原社区云项目及云安全项目的变更募集资金 100,000.00 万元，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64.49 万元（含利息），以及原

社区云项目、云安全项目前期投入的固定资产合计 73,919.77万元划入本计算能

力共享平台，进行统一调度、管理。项目投资期限为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原计划的建设目标为：本项目建成后，预计平台实现计算和存储能力不低于

2.23×106 v CPU和 2,170 TB存储能力（具体资源分配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建设期内，由于技术方案不断提升，优化了对设备配置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单

位设备的采购成本，目前，本项目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建设目标已基本达成。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45,610.83 万元，投入进度 83.69%。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结合目前项目建设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决定继

续投入并将该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9 月 30 日调整为 2022

年 12月 31日。 

同时，考虑到厦门网宿承担的区域中心职能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开展

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决定由厦门网宿与公司共同作为“网宿计算

能力共享平台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 5,700万元向厦门网宿增资。 

2、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结合公

司整体业务规划，决定将该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9 月 30

日调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另外增加厦门网宿与公司共同作为项目的实施主

体，并使用募集资金 5,700万元向厦门网宿增资。 

本次调整不涉及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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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上述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

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

延期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网宿为“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

项目”的实施主体以承担部分项目建设，并使用“网宿计算能力共享平台项目”

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网宿增资 5,700万元。另外，根据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并结合目前项目建设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同意对该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9 月 30 日调整为 2022年 12 月 31 日。经董事会批准，授



权公司管理层为本次新增的实施主体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对项目延期，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而做出的适当调整，不涉及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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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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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

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对项目延期的事项。另外，为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为新增的实施主体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

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际建设需要，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情况而做出的适当调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

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

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程序完备、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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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公司管理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适当调整，符合公司整体规划，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项目延期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秦  磊                     刘启群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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