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西安中熔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熔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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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对中熔电气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62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1年7月12日首次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570,000.00股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7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3,744,600.00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不含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47,560,943.06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396,183,656.94元。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1年7月12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天运[2021]验字第90050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未

央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枫林绿洲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营业部及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22,448.40 22,448.4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784.65 3,784.65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计 36,233.05 36,233.05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618.37万元，扣除前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385.32万元，截至2022年5月31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000.00万元。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承诺项目投资总额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22,448.40 9,209.88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784.65 1,563.25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计 36,233.05 20,773.13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调整的情况及原因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涉及“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与“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智能电气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22,448.40 22,448.40 23,117.71 23,117.71 669.3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784.65 3,784.65 4,105.84 4,105.84 321.19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合计 36,233.05 36,233.05 37,223.55 37,223.55 990.50 

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调整后，共计增加投资总额990.50万元，公司拟使用超募资

金对募投项目增加投资。 



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调整前总投资22,448.40万元，调整后总投资为23,117.71万元，依托公司现有

核心技术及主要产品，通过购置自动熔体焊接机、自动熔体加工机、自动冲片搪锡机、

自动混砂出砂机、智能组装机、智能上料机器人等生产检测设备，以及建设智能化生产

管理系统、智能化仓储系统及设施等，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实现公司扩大产能、提

升品质、规模量产激励熔断器等新产品的建设目标。此外，本项目建设有助于巩固和强

化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新能源风光发电及储能、通信等市场领域的竞争优势

地位，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加快公司实现经营战略目标，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跨

越式发展。 

2、项目建设内容调整的原因及具体调整情况说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资规划时间较早。该项目为2019年规划提出，其

建设规模及设计方案是根据当时的建设成本、生产工艺及预计的未来发展需要做出的，

实际建设过程中，原募投项目规划建筑面积为18,700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为28,485.92

平方米，同时，由于近年来建筑成本逐年上涨，导致项目建设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新产品的增加，围绕公司产品系列丰富的特点，公司拟将原计

划投入的部分自动化专线调整为半自动化柔性线及精益生产线，购置的部分设备单价下

降，从而降低了设备购置投入金额；公司根据下游市场的需求，调整了部分产线的数量

，年产能由6,686.10万只各类熔断器变更为1,547.36万只各类熔断器，产能降低的原因主

要系大幅减少了电子类熔断器自动化产线的投入，电子类熔断器具有体积小、单价低、

单线产量高的特点，另外，由于公司将部分自动化专线调整为半自动化柔性线及精益生

产线，从而导致单线产能降低；此外，根据公司数字化战略规划，公司拟增加投入QMS

、HRMS、CAPP等系统软件，从而大幅增加了数字化软件投入。公司根据自身战略安

排和经营计划以及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本着合理、科学、审慎利用募集资金

的原则，出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以及实施效率的考虑，拟对募投项目建设内

容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次调整后，募投项目投入具体安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额 投资占比 投资额 投资占比 

一 建设投资 19,187.68 85.47% 19,651.99 85.01% 

1 工程费用 17,525.43 78.07% 17,411.37 75.32% 

1.1 建筑工程费 5,558.79 24.76% 9,282.65 40.15% 

1.2 设备购置费 11,396.80 50.77% 7,741.64 33.49% 

1.3 安装工程费 569.84 2.54% 387.08 1.67%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78.69 6.14% 1,950.20 8.44% 

 其中：软件购置费 372.73 1.66% 1,251.28 5.41% 

3 预备费 283.56 1.26% 290.42 1.26% 

二 铺底流动资金 3,260.72 14.53% 3,465.72 14.99% 

三 项目总投资 22,448.40 100.00% 23,117.71 100.00% 

3、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方向 

公司所处行业为熔断器制造行业，其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建筑、汽车、工业、消费

电子、发电、医疗和军事。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物联网、新能源、智能电网、高速铁

路、通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正推动电子电力行业发生革命性变革。国家陆续发布多项

政策支持新型电子元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工作，《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中将新型智能开关器件、干线轨道车辆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件设置为鼓励类范畴。《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要求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使用的

高压熔断器和电力核心产业的新型元器件。同时，国家也发布了多项政策鼓励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综上，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熔断器产品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为本次项目

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2）先进的技术积累支撑本项目建设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利用国际、国内先进

技术进行自主开发，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核心技术企业，并且不断推动

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的创新发展。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投入，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技术指

标先进的产品，形成了公司自有的核心工艺和技术群。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及子

公司获得157项尚在专利有效期限内的专利授权，其中实用新型专利151项，外观专利4



项，发明专利2项。另外，公司作为低压电器协会熔断器会员单位和低压熔断器国家标

准委员会会员单位，参与起草了GB/T13539.5-2013《低压熔断器第5部分：低压熔断器

应用指南》、GB/T13539.4-2016/IEC60269-4,2012《低压熔断器第4部分：半导体设备保

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GB/T13539.6-2013《低压熔断器第6部分：太阳能光伏系统

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3G通信系统配套应用的RT302直流

熔断器”曾获得全国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扶持，现拥有的RT302直流

熔断器已成为中国通讯电源的标准配置并出口印度和欧洲。综上，公司丰富的技术积累

，为本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保障 

优质且稳定的客户资源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公司扩大产能创

造收益，以及确保及时收回销售款与保持业绩稳定增长。依靠优质的产品与长期的经营

，公司积累了丰富的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经验，积累了大量的市场销售渠道与高质量

的、稳定的客户群体，在行业市场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长期为国内客户提供熔

断器产品，通过宁德时代、瑞可达、广东顺科、普莱德、浙江宏舟、捷普电子、汇川技

术等动力电池系统、电控系统供应厂商进入特斯拉、北汽、上汽、上汽通用、广汽、比

亚迪、吉利、长安、长城、奇瑞、江淮、江铃、宇通、中通、北汽福田、南京金龙等汽

车整车企业，庞大的客户群体为公司产品稳定销售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优质稳

定的客户资源以及公司对市场发展方向准确的把握，为本项目建成后的顺利实施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为40,560.87万元（不含税），年利润总额为9,210.22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2.02%（所得税后），大于基准内部收益率（12%）

，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6.68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2年），项目经济效益

较好。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调整前总投资3,784.65万元，调整后总投资4,105.84万元，拟在公司现有研发

力量和技术储备基础上，建设业内领先的研发中心，公司将以研发中心为平台，通过整



合行业资源，进一步深入研究行业前沿性技术及新产品开发，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技术

含量，进而提升公司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及公司核心竞争力。 

2、项目建设内容调整的原因及具体调整情况说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资规划时间较早，随着公司产品种类的增加，为

了满足公司的研发试验需求，公司拟扩充试验室设备资源，提高试验能力，完善试验项

目类型，从而缩短研发试验周期、加快产品开发过程。故公司拟对募投项目建设内容进

行相应的调整，本次调整后，募投项目投入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额 投资占比 投资额 投资占比 

一 建设投资 3,784.65 100.00% 4,105.84 100.00% 

1 工程费用 2,795.59 73.87% 3,465.70 84.41% 

1.1 建筑工程费 1,100.00 29.06% 1,381.98 33.66% 

1.2 设备购置费 1,614.85 42.67% 1,984.50 48.33% 

1.3 安装工程费 80.74 2.13% 99.23 2.42%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33.13 24.66% 579.46 14.11% 

 其中：软件购置费 674.86 17.83% 432.70 10.54% 

3 预备费 55.93 1.48% 60.68 1.48% 

二 项目总投资 3,784.65 100.00% 4,105.84 100.00% 

3、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公司主要产品为熔断器产品，所处行业为电力电子行业，其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建

筑、汽车、工业、消费电子、发电、医疗和军事。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物联网、新能

源、智能电网、高速铁路、通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正推动电力电子行业发生革命性变

革。国家陆续发布多项政策支持电子元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工作，《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中将轨道交通中的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件设置为鼓励类范畴。《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将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设置为鼓励类外商

投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要求重点发展新能

源汽车使用的高压熔断器产品。同时，国家也发布了多项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综上，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熔断器产品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为本次项目建设提供了

政策保障。 



（2）公司具有完善的产品检验和测试条件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在新产品研究、技术能力提升及检测设备研发等方面已经投入

数千万元，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品检验和验证体系。目前，公司已成功开发锂电池

短路试验室、综合工况环境测试台，综合环境因素分断试验箱、熔断器电流特性试验台

、冲击电流试验台等设施，用以进行研发全流程的检测工作，可有力支持研发中心课题

的研究。完善的检验和测试条件，不仅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性能，提高产品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为本次研发中心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

环境。 

（3）丰富的技术积累和人才优势是项目实施的基础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产品的研发和人才培养，注重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

创新，不断推动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的创新发展。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拥有技术

人员151人，其中中级及以上工程师共计12人，公司及子公司获得157项尚在专利有效期

限内的专利授权，其中实用新型专利151项，外观专利4项，发明专利2项。另外，公司

作为低压电器协会熔断器会员单位和低压熔断器国家标准委员会会员单位，参与起草了

2013年2月17日发布的GB/T13539.5-2013《低压熔断器第5部分：低压熔断器应用指南》

、2016年4月25日发布的GB/T13539.4-2016/IEC60269-4,2012《低压熔断器第4部分：半

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GB/T13539.6-2013《低压熔断器第6部分：太阳

能光伏系统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3G通信系统配套应用的

RT302直流熔断器”曾获得全国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扶持，现拥有的

RT302直流熔断器已成为中国通讯电源的标准配置并出口印度和欧洲。公司丰富的技术

积累和人才优势，为本项目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属于产品和技术的研究开发，不直接生产产品，其目标是产出

科技成果。项目效益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研发、产品品质、产品种类等方面的核心竞争

力，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间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该项目

不单独核算公司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调整对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所作出



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将继续严格按

照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募集资金合

法、有效和安全的使用。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

容，是公司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审慎

决策，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

设内容，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内容，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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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有关规

定。监事会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建设内容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电气产业基地建设

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提升公司长期主营业务产出能力，有利

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电气

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事项已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

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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