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来技术”）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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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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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东来技术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 2020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同意东来涂料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18 号），东来涂

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2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6,6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9,508,571.90 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7,091,428.10 元。截至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后，

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761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以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根据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调整后的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情



况及相关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8）。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金

额（万元） 

累积投入金额

（万元） 

1 彩云智能颜色系统建设项目 14,800.00 12,384.14 602.79 

2 

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及高性

能色漆（一期扩建及技改）项

目 

21,825.00 21,825.00 608.6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500.00 6,500.00 6,500.00 

合计 43,125.00 40,709.14 7,711.39 

备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项目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1、扩大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构成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终止“彩云智能”及“高性能色漆”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 19,883.16

万元（其中含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孳息 1,085.41 万元）全部用于“万吨水性环

保汽车涂料”。“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由 14,220.00 万元调整为 40,000.00 万

元，资金来源为 34,608.42 万元募集资金（其中含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孳息

1,610.67 万元）和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调整前后计划对比表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构成 

调整前 调整后 
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万吨水性

环保汽车

涂料 

1.土地费用 - 5,000.00 5,000.00 

2.工程建设费用 2,700.00 16,060.00 16,060.00 

2.1 可研设计等前期工作

费 
350.00 800.00 800.00 

2.2 土建安装工程 2,350.00 15,260.00 15,260.00 



3.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8,920.00 13,548.42 14,640.00 

4.铺底流动资金 2,600.00 - 4,300.00 

合计 14,220.00 34,608.42 40,000.00 

本次投资规模的扩大，主要原因是建设规模的变化和建设内容的增加。原募

投项目拟用公司自有土地实施，总占地面积 7,833 平方米（约 12 亩）。变更为购

买土地地块，总占地面积大幅增加为 41,380.5 平方米（约 62 亩），土地购买费

用增加 5,000.00 万元。 

同时，建筑土建、辅助设施、设备投入相应大幅度增加。原募投拟建丙类生

产厂房 1 幢，变更后规划建设为甲类厂房 2 幢、丙类厂房 2 幢、乙类仓库 1 幢、

丙类仓库 3 幢、综合研发楼及其他环保消防等附属设施。项目规划了界区内建筑

面积地上约为 43,430.4 平方米，地下约 2,636.16 平方米。因此，工程建设费用相

应新增 13,360.00 万元，设备及安装费用新增 4,628.42 万元。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铺底流动资金调整为使用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 

2、建设周期延长的具体情况 

“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的实施地点变更至“上海嘉定

工业区核心区 41 号地块”。因为购买土地进度、各种前置政府审批流程受新冠疫

情及行业特性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有所延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地块的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已获上海市嘉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批通过，将有序进

入土地出让及施工建设流程，并逐步完成备案、环评、安评等审批流程。考虑到

上述因素，本次公司拟将“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 24 个

月，2025 年一季度完成项目建设。预计 2026 年一季度完成项目竣工验收流程，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彩云智能颜色系统项目” 

原项目“彩云智能”以颜色配方数据平台、智能测色设备和自动调漆机为主

体，打造行业内一体式智能调色系统平台。彩云智能颜色系统由作为基础数据库

及云计算中心的“彩云网”、作为测色终端的搜索类智能测色仪、以及作为测色

终端及计算终端的修正搜索类智能测色仪、数据反馈终端彩云网 APP 和终端自

动调漆机共同组成。实施主体为公司，拟总投资 12,384.14 万元，项目计划在全

国范围建设 20 个配色服务中心，100 家全自动智能化调色示范中心，400 家钣喷

示范店，2,000 个智能测色示范店。项目不涉及土建等建设投入，主要是硬件设

备和软件系统的投入。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原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602.79 万元，原项

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2,585.84 万元（其中含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孳息

804.49 万元），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用账户。 

2、“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及高性能色漆（一期扩建及技改项目）”项目 

子项目“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拟扩建丙类生产厂房一座，用于生产高性

能水性涂料。实施主体为公司，拟总投资 14,220 万元，已完成项目环评备案。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上海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书》，协

议约定公司将新购土地 62 亩。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万

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的实施地点变更至“上海嘉定工业区核心区 41 号地块”。 

原项目主要建设目的为提高产能，完善水性汽车涂料产品覆盖面，提升产品市场

竞争力。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原项目募集资金累积投入金额 20.00 万元，原项目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4,725.26 万元（其中含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孳息

525.26 万元），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用账户。 

子项目“高性能色漆”不涉及新建厂房，主要包括提升色母稳定化水平，对

一期生产线实施的适应性改造，以及配套实施的颜色开发系统、质量控制系统和

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实施主体为公司，拟总投资 7,605.00 万元,实施地点为公



司现有厂区，项目已完成环评备案。原项目主要建设目的为提高公司高性能色母

开发能力、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提高色彩配方、生产应用工艺、产品创新及有

关基础材料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专项检测能力。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原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588.60 万元，原项

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7,297.32 万元（其中含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孳息

280.92 万元），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用账户。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及高性能色漆（一期扩建及技改项目）”项目的投

资计划，系公司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原计划在公司原有土地上建设丙类生

产厂房一座，用于生产高性能水性涂料，以提高公司水性汽车涂料产品质量，完

善水性汽车涂料产品覆盖面。同时，对一期生产线实施适应性改造，提升生产线

的柔性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批量生产的稳定性。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上海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书》，

协议约定公司将新购土地 62 亩，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40,000 万元。该幅新地块规

划建设甲类厂房 2 幢、丙类厂房 2 幢、乙类仓库 1 幢、丙类仓库 3 幢、综合研发

楼及其他附属设施。同时，该幅地块与目前公司工厂所在地块相互连接。基于综

合考虑，公司认为拟变更后的“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项目能在实现原“万吨

水性环保汽车涂料及高性能色漆（一期扩建及技改项目）”项目最终效益的基础

上，更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整合与配置土地、人力、设备和信息等各要素，统筹规

划和布局智能化车间、厂房建设，打造工业互联示范区和柔性生产制造基地；建

设研发中心，提升公司的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能力，力争将研发中心打造成新产

品研发基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和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形象及核心竞争力。 

“彩云智能”项目投资计划系基于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项目实施分布于全国各地授权 4S 店、大型综合修理厂、品牌快修连

锁店。该项目并不直接产生收益，而是通过大幅提升对终端客户的调色能力、调

色效率及调色准确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减少公司调色人工成本、扩大公司影



响力、推动公司渠道覆盖。但是，受近两年全国各地疫情多次反复的影响，终端

市场需求持续滑落，原有预期的实现场景发生了较大变化，“彩云智能”项目在

多个地区的建设面临多重困难、进展缓慢。基于当前情况考虑，公司认为未来该

项目可能存在建设周期继续延长、成本代价逐步增加、间接性收益难以达到预期

等多项不利因素。 

鉴于，公司一贯重视在信息建设领域的投入，公司拟通过“万吨水性环保汽

车涂料”项目实现工业互联及智能制造水平的提升，为公司整体的研发、生产、

营销与服务之间相互支撑、协同运作、快速响应的运营体系打好基础，支撑公司

稳步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持续盈利能力。同时，“万

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项目总投资金额拟调整为 40,000 万元，尚有较大资金缺

口，根据轻重缓急原则，为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

置，公司拟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入“彩云智能”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剩余募集基

金优先投入“万吨水性环保汽车涂料”。 

三、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和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和调整是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战略布局等客

观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保障变更后的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保持公司行业领

先性及长远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及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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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 

四、相关审批程序 

（一）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

作出的调整，是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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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此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是公司综合考虑市场、行业环境

的变化，结合根据自身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做出，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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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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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



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