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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迅”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

有关规定，对奥特迅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66号）核准，公司向9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27,208,77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13.22元，共计

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359,699,939.4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080,448.30元

（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2,619,491.10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1]000817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2,619,491.10元低于《深圳奥特迅电力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人

民币80,000万元，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公

司于2021年12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

意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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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 的 议 案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2 年 1 月 8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下称“电动汽车公

共充电站示范项目”）进行优化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 深圳 深圳 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2,933.95  4,833.95  

2 北京 - 北京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 

3 上海 上海 上海奥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4 广州 广州 广州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600.00  

5 东莞 东莞 东莞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500.00  2,500.00  

6 成都 成都 
成都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50.00  450.00  

成都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   2,800.00  

7 厦门 
厦门 

厦门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福州 

8 - 郑州 郑州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2,000.00  

9 - 西安 西安奥特迅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  1,000.00  

10 - 南宁 南宁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0  

11 - 太原 太原奥特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0  

12 - 大连 大连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 1,500.00  

13 - 佛山 佛山市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0  

合计 - 24,683.95 24,683.95 

公司本次变更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示范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之

间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同时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以上

募集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逐步对上述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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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原因 

随着市场环境的发展及新能源电动汽车销量提升带来的地区分布情况变化，

公司在此基础上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变更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示范项目的实施地

点、实施主体。变更后有助于对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示范项目更好的进行统筹规

划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公

共充电站示范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争取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示范项目建成效益的

最大化，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及投资者创造更多价值。 

（三）本次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03-10 

法定代表人：廖晓霞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能源产业投

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合同能源管理；能源行业系统平台软件的技术开发及

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充电设备销售、维修、安装服务；国内贸

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力安装工程施工、互联网信

息服务、电力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160,280,538.97元，负债总额为125,082,335.07元，净资产为35,198,203.90元；

2021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21,354,684.63元，净利润为-6,370,370.55元。截至

2022年9月30日，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22,565,343.10元，负债总额为157,954,151.89元，净资产为264,611,191.21元；未

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7,581,144.18元，净利润为-7,426,512.69元。 

2、上海奥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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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上海奥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08-05 

法定代表人：袁刚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568号2幢601-B13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充电桩安装、维修，电力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计算机软件开发，从事新能源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奥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305,519.81元，负债总额为9,036,083.60元，净资产为269,436.21元；2021年度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为524,542.77元，净利润为-549,004.97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

上海奥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9,911,787.74元，负债总额

为9,881,007.67元，净资产为20,030,780.07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为954,805.88元，净利润为-538,656.14元。 

3、广州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03-31 

法定代表人：袁刚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棠溪棠槎路11号730室C63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合同能源管

理；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停车场服务；节能管理服务；

交通设施维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力设施承装、

承修、承试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广州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844,047.86元，负债总额为6,378,791.65元，净资产为2,465,256.21元；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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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058,461.59元，净利润为-278,234.89元。截至2022年9月30

日，广州奥特迅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6,985,612.22元，负债总额

为4,523,242.87元，净资产为12,462,369.35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为1,998,244.38元，净利润为-252,886.86元。 

4、东莞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莞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09-19 

法定代表人：袁刚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111号1栋1101室37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充电桩安装、维修；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能源管理；计算机软件开发；从事新能源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东莞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7,828,560.61元，负债总额为27,908,967.33元，净资产为-80,406.72元；2021年度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963,425.47元，净利润为-1,062,131.28元。截至2022年9月

30日，东莞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3,361,928.99元，

负债总额为30,325,886.13元，净资产为23,036,042.86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为4,675,474.35元，净利润为-1,883,550.42元。 

    5、成都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12-16 

法定代表人：袁刚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二段17号A世界11楼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充电桩安装；电力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计算机软件开



6 

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成都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7,046,284.93元，负债总额为2,974,161.51元，净资产为4,072,123.42元；202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860,211.31元，净利润为-222,074.57元。截至2022年9月

30日，成都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2,440,124.94

元，负债总额为3,305,715.93元，净资产为9,134,409.01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

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205,585.02元，净利润为-137,714.41元。 

6、成都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11-04 

法定代表人：袁刚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大道877号附26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充电桩上门安装、上门维修；电

力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从事新能源科技产品的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电气安装；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成都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4,879,378.84元，负债总额为26,389,869.48元，净资产为8,489,509.36元；2021年

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917,204.10元，净利润为-610,490.64元。截至2022年9月

30日，成都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2,955,292.59元，

负债总额为24,497,509.50元，净资产为48,457,783.09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为7,604,616.90元，净利润为-431,726.27元。 

7、厦门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01-14 

法定代表人：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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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龙山南路213号908室A单元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承装、承修、

承试电力设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电气安装；提供施工设备服务；新

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事项）；通用设备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其他未列明专业设

备修理（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停车场管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厦门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505,038.09元，负债总额为25,308,353.95元，净资产为1,196,684.14元；2021年

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2,076,111.54元，净利润为-1,464,055.19元。截至2022年9

月30日，厦门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9,523,708.09元，

负债总额为29,266,677.77元，净资产为20,257,030.32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为4,217,440.48元，净利润为-939,653.82元。 

8、郑州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郑州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06-17  

法定代表人：吴秋苗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华山路105号芝麻街公园里D10栋213-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西安奥特迅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安奥特迅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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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吴秋苗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电子西街3号西京国际电气中心A90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集中

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南宁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宁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04-06 

法定代表人：袁刚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平乐大道15号五象绿地中心

2号楼14层1408号房36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南宁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879,548.12元，负债总额为6,375,532.95元，净资产为1,504,015.17元；2021年度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58,789.98元，净利润为-195,984.83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

南宁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687,682.70元，负债总

额为6,250,976.12元，净资产为4,436,706.58元；未经审计的2022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为2,112,033.76元，净利润为-267,308.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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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太原奥特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太原奥特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03-03 

法定代表人：吴秋苗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27号万邦国际2327-6室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互联

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大连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大连奥特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09-30 

法定代表人：吴秋苗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白云新村山庄北二街2号7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3、佛山市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佛山市奥特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秋苗 

注册资本：3000万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逢沙村智城路5号拔萃科技大厦

1601-14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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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停车场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

向和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满足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需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变更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变更后由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的相关

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经营发展战略，

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求。董事会

同意对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进

行变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市场发展

实际情况及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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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对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

运营示范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进行变更。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有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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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事项无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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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伍春雷                         伏江平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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