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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保荐机构”）作为长春

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新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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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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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致远新能

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0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3.34万股新股，发行价格 24.9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83,000.17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265.0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35.17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4月 23

日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249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结合各募投项目的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额的调整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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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宜无异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

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3月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8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项

目”之“研发中心”的建筑工程费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予以变

更，变更为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压缩氢气铝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项目”。该

议案于2022年3月22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7日、2022年3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调整前投资

总额

调整前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调整后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年产 8 万台液化

天然气（LNG）
供气系统模块总

成智能制造项目

年产 8 万台液化天然

气（LNG）供气系统模

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

52,457.26 52,457.26 48,521.84

研发中心 9,862.54 9,862.54 4,337.44

2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营销网络建设 4,350.79 4,350.79 -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4
压缩氢气铝内胆

碳纤维全缠绕气

瓶项目

压缩氢气铝内胆碳纤

维全缠绕气瓶项目
- - 9,875.89

合计 81,670.59 81,670.59 77,735.17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以及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的募集

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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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8 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

制造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长春致博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8万台

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52,457.26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48,521.84 万元，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

预计 2023 年 6 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公司拟将“年产 8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

项目的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予以变更，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年产 5万吨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项目实施地点为吉林省大安市吉林西部（大安）

清洁能源化工产业园区。

本次拟变更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22,000 万元，变更金额占总募集资

金净额的比例为 28.30%。

二、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调整前投

资总额

调整后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年产 8 万台液化天

然气（LNG）供气

系统模块总成智能

制造项目

年产 8 万台液化天

然气（LNG）供气系

统模块总成智能制

造基地

52,457.26 48,521.84 24,477.21 24,044.63

研发中心 9,862.54 4,337.44 392.05 3,945.39

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 4,350.79 0 0 0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14,919.11 80.89

4
压缩氢气铝内胆碳

纤维全缠绕气瓶项

目

压缩氢气铝内胆碳

纤维全缠绕气瓶项

目

0 9,875.89 0 9,875.89

合计 81,670.59 77,735.17 39,788.37 37,9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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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募投项目“年产 8 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项

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致博新能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实施，项目实施地点为

长春市朝阳区硅谷大街 13888 号（建设地点位于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东至硅谷东

街、西至硅谷大街、南至俊达路、北至俊达北路地块）。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年产 8 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24,477.21 万元，投资进度完成 50.45%。

原“年产8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总

投资52,457.2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比例

1 建设投资 39,908.72 76.08%

1.1 建筑工程费 8,617.80 16.43%

1.2 设备购置费 22,775.00 43.42%

1.3 安装工程费 1,138.75 2.17%

1.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862.76 13.08%

1.5 预备费 514.41 0.98%

2 铺底流动资金 12,548.54 23.92%

合计 52,457.26 100.00%

项目计算期为12年，其中建设期2年。计算期内正常年份年均净利润为

34,369.70万元，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2年）为5.20年，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37.32%。目前，项目建设未竣工，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原募投项目“年产 8 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项

目”中的“年产 8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是

对公司主要产品液化天然气车载瓶供气模块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公司通过本项目

的建设，扩大生产场地，增加新的生产作业线，将使公司车载 LNG 供气系统的产

能得到较大提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品质和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加

强公司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提升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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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受俄乌冲突、国内国际疫情反复、极端高温天气以及各国碳减排政策

实施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天然气价格持续高位波动，LNG 重卡

的燃料经济性优势消失；同时，由于受到产业政策变化影响，造成 LNG 重卡短期

需求下降。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一

系列政策出台的背景下，新能源行业保持高速发展。目前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行

业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我国已提出了电动车发展方向、主要任务、战略目

标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正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而锂离子

电池中不可缺失的负极材料，同样拥有不可估量的光明前景。负极材料作为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的核心材料之一，对新能源汽车的最终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司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迎难而上开发新型负极材料及配套技术，

积极发展具有优势的产品领域，科学合理调整自己的原料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

结构，保持企业的先进性，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有力保障。

鉴于“年产 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建成投产后见效更快、

综合优势更高，为集中资源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用新项目置换原“年

产 8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项目中的‘年产 8万台

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金额为 22,000 万元，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调整后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

为准）将继续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原募投项目建设使用。原规划的“年产

8 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基地”将另行安排后期建

设，不足部分所需资金改为公司自筹。

三、变更后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实施新项目“年产 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项目总投

资 54,900.20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 47,719.00万元，建设期利息 61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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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 6,567.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2,000.00万元，其中：用于购置

设备 19,900.00万元，安装工程 2,100.00万元。不足部分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及

自筹资金投入。项目实施内容为建设年产 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车间、

公辅动力设施等。

新增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吉林省昊安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地点

为吉林省大安市吉林西部（大安）清洁能源化工产业园区。建设期 1年（具体项

目建成时间视项目进度而定），达产后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154,867.30万元/年，

投资回收期 5.00年。

2、投资计划

新项目建设投资：47,719.04万元，由建设项目的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工程预备费构成。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40,969.70

1.1 设备购置费 19,959.83

1.2 建筑工程费 16,689.64

1.3 安装工程费 4,320.23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359.46
3 工程预备费 1,389.88

合计 47,719.04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未来市场需求巨大，项目发展前景广阔

（1）负极材料的重要定位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一系列政

策出台的背景下，新能源行业保持高速发展。目前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

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我国已提出了电动车发展方向、主要任务、战略目标及相

关配套政策措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正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而锂离子电池中

不可缺失的负极材料，同样拥有光明的前景。负极材料作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的核心材料之一，对新能源汽车的最终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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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极材料未来发展方向

根据《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属于新能

源及节能技术之列，同时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相关政策，

有利于电池应用领域的市场发展，进而带动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的快速发展。理

想的锂离子电池应该具备低电位、结构稳定、电位变化幅度小、锂离子脱嵌可逆

性好、导电性能好、界面稳定性好及界面交流阻抗低等性能，以满足锂离子电池

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及充放电功能。未来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将向着高容量、高

能量密度、高倍率性能、高循环性能等方面发展。

（3）负极材料未来需求巨大

全球锂电池行业受益汽车电动化发展迅猛，带动锂电负极材料需求高速增长，

市场空间巨大。目前国内锂电负极行业格局集中，龙头企业兼具技术与成本优势，

具备全球竞争力，有望加速全球替代。

由此可见，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大力发展新能源车成为行业共识，车路协

同成战略方向，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进入市场和政策双驱动的发展新阶段，

这必将激发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

公司为顺应汽车市场的技术发展趋势，公司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建设年产

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加速布局负极材料，在产能、技术上持

续跟进，以期在激烈的市场争夺战中抢占先机，项目发展前景广阔。

2、技术和人才优势

公司已聘用了行业一流的技术专家团队，技术总工程师是炭素行业资深专家，

具有30余年的研发经验，在炭素工艺、石油焦针状焦工艺、石墨坩埚工艺以及石

墨负极材料、硅碳负极材料等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积淀，同时组建了集炭素、化

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各专业研发团队，为公司的技术领先战略奠定基础。

3、绿电、能耗和减排优势

新建项目落位于吉林省白城市，白城市是吉林省建设“陆上风光三峡”战略的

重要落地区域，推进建设国家级新能源生产基地，白城区域拥有丰富的风光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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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公司计划充分利用属地绿电资源，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科学考

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绿电在成本上，对比煤电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对公司产品的成本改善具有明

显优势，目前虽然石墨化产能仍处于供不应求阶段，但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大和释

放，市场进入充分竞争阶段，低成本主要的竞争优势，因此绿电的低成本是项目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绿电属于零碳排放，符合国家双碳战略布局。

（三）项目的效益分析

经测算，项目达产年营业收入154,867.30万元，达产年净利润14,405.50万元，

所得税后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26.90%，所得税后全部投资回收期5.00年，（含1

年建设期），年利税额24,553.70万元，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该经济效益分析为公司结合目前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预期而作出的测算，不

构成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承诺。

（四）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风险分析

（1）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工程量估计不足、设备材料价格上升过快、设备选型与数

据、土地征用和拆迁安置费、人工、材料价格、机械使用费及取费标准等计算指

标发生变化或出现失误；由于外部计划不周或外部条件等因素导致工期拖延等造

成的项目投资发生的变化，项目的最终经济效益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2）直接材料供应风险

本项目直接材料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均超过76%，因此直接材料供应对项目

生产的稳定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用电供应风险

本项目用电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15%，占比数据较高，因此外部

电力供应对项目生产的稳定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大

背景下，未来电力价格将有进一步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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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部条件风险

本项目拟建地外部建设条件良好，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未

来长期发展规划的要求。

（5）产品市场风险

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调整，项目产品销路不畅，产品

价格低迷，营业收入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将给项目的预期收益带来损失。即当产

品销售价格发生变化时，项目的年收益将发生变化，项目的经济效益将随之发生

变化。产品市场风险对项目收益影响较为重大，应时刻关注。

（6）其他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可能遇到一些其它风险，例如融资风险、运输等风险。

2、应对措施

（1）应对主要原材料、动力、产品市场风险。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建立

销售供应网络，利用长单和现货相结合方式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抓住

市场机遇，尽快收回投资。

（2）应对直接材料供应风险。多与直接材料货商建立联系与沟通，在确保

供应商供货质量、供货价格的同时多方洽谈，确保项目主要材料的供应。

（3）应对用电供应风险。与供电部门达成长期协议，避免临时停电、周期

断电、波峰少供电等情况的发生，保持企业用电稳定、持续生产。

（4）提前对项目拟建地及周边地区进行社会调研，了解当地政府政策情况

等。

（5）对影响投资、质量、工期和效益等有关数据，如价格、利率等风险因

素，在编制投资估算、制定建设投资计划和分析经济效益时，应留有充分的余地，

谨慎决策。

（6）对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的投资增加风险，可通过进一步加强公司项目

部的建设与管理，有效控制或降低此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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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审核、批准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年产 8万台液化天然气（LNG）供气系统模块总成智能制造项目”项目的

募集资金用途予以变更，投入到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省昊安新能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实施的“年产 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方可实施，本项目尚需经政府相关部门备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是

公司结合当前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环境及公司经营战略规划做出的调整，符

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是公司根据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策。本次变更是公司致力于新能源产业，积极布局锂离子电池产业是站在时

代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迎难而上开发新型负极材料及配套技术，积极发展

具有优势的产品领域，科学合理调整自己的原料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

保持企业的先进性，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有力保障；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更加

合理、有效的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并同意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

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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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符合《公司

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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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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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

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

存在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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