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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铁

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业”或“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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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对中

铁工业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中铁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24号）

核准，公司获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351,11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公司本次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5 股，每股发

行价格人民币 15.85 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 22 日止，公司已收到特定投资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人民币 378,548,895.00 元。根据相关出资规定，特定投资者以货币实际缴

纳新增出资额人民币 5,999,999,985.75 元，扣除承销费用后，公司实际收到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5,909,999,985.75 元，公司已开立专用账户，对

该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985.75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的用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承诺投资

总额 

1 超大直径系列盾构/TBM 研发项目 56,000.00 56,000.00 

2 高端装备再制造中心项目 41,000.00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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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承诺投资

总额 

3 TBM 私有云研发项目 30,000.00 30,000.00 

4 重载高锰钢辙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5,000.00 55,000.00 

5 城轨交通产业园升级建设项目 42,000.00 42,000.00 

6 中铁新型高速重载道岔研发中心项目 29,000.00 29,000.00 

7 
铁路建设施工装备及特种起重运输机械

制造基地项目 
30,000.00 30,000.00 

8 钢梁架设技术及施工装备研制项目 20,000.00 20,000.00 

9 
高端智能养老器械及通用机械制造基地

改造升级项目 
20,000.00 20,000.00 

10 科技创新研发基地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20,000.00 20,000.00 

11 
海工产品开发和制造项目之年产升式移

动平台 1 台项目 
30,000.00 30,000.00 

12 智能制造信息化建设项目 38,000.00 38,000.00 

13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不超过

189,000.00 
180,000.00 

合计 
不超过

600,000.00 
591,000.00 

综合考虑宏观和行业市场变化、公司既有产业产能情况和公司重组后的发展

战略调整，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进度。 

本次变更包含以下内容：（1）终止实施部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新增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将部分终止实施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4）调整部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具体情况 

（一）拟终止以募集资金投入的项目实施情况及终止原因 

1. TBM 私有云研发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07 亿元，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3.00 亿元，其中：机房建

设费用 0.34 亿元；私有云硬件费用 0.70 亿元；现场数据采集费用 1.08 亿元；

系统开发与维护费用 0.76 亿元；人员与绩效费用 0.20 亿元。项目投资主要用于

在郑州厂区内组建内含 100 台服务器的两个数据中心机房与配套办公场地，搭

建三套磁盘阵列存储系统，并配置一套 TBM 私有云平台系统，项目投资还将用

于采购包括传感器在内的私有云硬件设备、支付现场数据采集和系统开发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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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以及支付相关人员的薪酬。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809.37 万元，全部为募集

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约 28,190.63 万元，初步完成了 TBM-Smart 系统。公司拟

终止该项目，并将前述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投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终止具体原因：TBM 私有云数据的积累需要较长周期，短期内无法形成成

果并带来效益。为更好地回报股东，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价值，拟

不再以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TBM 私有云研发项目将根据 TBM 项目的数据积累

进度并结合云计算等技术未来发展情况，择机以自有资金实施。 

2. 城轨交通产业园升级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26 亿元，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4.20 亿元，其中：建筑工

程 1.50 亿元；设备及设备安装 1.94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0.72 亿元；预备

费用 0.10 亿元。项目投资主要用于包括场地三通一平在内的基础建设，用于建

造城轨装备制造装配厂房、城轨装备实验室、城轨交通车辆试验线路、城轨装备

研究院及相关配套工程及设施，建设信息化及研发平台，购置安装数控加工中心、

大型落地镗铣床、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三维精密测量系统、可移动式总装试验台、

移车台、车辆构件拼装装置等设备，以及用于项目选址厂区的道路和绿化费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5,704.66 万元，全部为募集

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约 36,295.34 万元，已完成新建城轨装备制造组装厂房、配

套零部件制造厂房，及大型落地镗铣床、数控加工设备、起重设备等配套设备的

购置安装。公司拟终止该项目，并将前述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投入及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变更后，已形成的固定资产将全部用于公司现有业务的产能扩

充，不会形成闲置资产。 

终止具体原因: 根据公司重组后战略定位，中铁宝桥公司作为道岔、钢结构

领域专业的研发、制造与服务商，不再进行轨道交通技术领域研究。公司在磁悬

浮、跨座式单轨、悬挂式单轨车辆及相关技术由中铁磁浮、中铁科工负责实施，

因此不再继续实施“城轨交通产业园升级建设项目”。 

3. 铁路建设施工装备及特种起重运输机械制造基地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00 亿元，全部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工程费用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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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0.03 亿元；基本预备费用 0.14 亿元；项目铺底流动资

金 0.15 亿元。项目投资主要集中用于厂房以及包括机加工车间、涂装打砂车间

和装备下料车间在内的生产车间建设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同时用于建设配套的

办公楼、实验楼、食堂和职工倒班宿舍，购置和安装生产设备及用于其他配套工

程的实施。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1,350.04 万元，剩余募集资

金 28,649.96 万元。公司拟终止以募集资金继续投入该项目，并将前述剩余募集

资金用于新项目投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项目变更后，已形成的固定资产将

全部用于现有铁路建设施工装备业务的产能扩充中，不会形成闲置资产。 

终止以募集资金继续投入的具体原因：当前，国家铁路建设对施工装备水平

提出新的要求，综合考虑市场变化和公司产能情况，公司将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论

证，视情况调整投资规划。 

4. 钢梁架设技术及施工装备研制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00 亿元，全部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其中主要包括建筑

工程费用 0.56 亿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1.23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0.03

亿元；预备费 0.09 亿元；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0.09 亿元。项目投资主要用于拆除

旧厂房、新建机械加工车间、改造结构制造车间、改造装备总装调试车间等建设

工程，以及建设研发楼，购置和安装桥式起重机、焊接机器人、数控切割机、三

维数控钻床、悬索桥安装专用设备等生产设备以及支付包括给排水工程、消防工

程、暖通工程和电力工程等的配套工程费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项目未启动，剩余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公司

拟终止该项目，并将前述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投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终止具体原因：由于目前国内钢结构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和产业转移问题，同

时钢结构业务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和资产密集行业，资源占用大，加之处于产业链

下游，市场议价能力弱，原材料价格波动频繁，成本费用管控难度高，为防范投

资风险，拟终止实施该项目。 

5. 高端智能养老器械及通用机械制造基地改造升级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01 亿元，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2.00 亿元，其中：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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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0.35 亿元；设备购置及安装 1.38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0.02 亿元；预备

费 0.05 亿元；项目流动资金 0.2 亿元。项目投资用于全部土建工程和厂房车间

改造和建设工程，其中包括精密加工车间改造、电液车间改造、下料车间改造、

总装车间改造和重型结构车间改造，购置生产设备及器具，并用于支付安装工程

费用、绿化费用、支付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全部项目从筹建至竣工验收并达到设

计生产能力时的全部生产基地建设费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项目未启动，剩余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公司

拟终止该项目，并将前述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投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终止具体原因：根据公司重组后制定的战略规划，高端智能养老器械与公司

发展战略不匹配，同时这一市场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不明朗，为降低投资风险，

拟终止实施该项目。 

6. 海工产品开发和制造项目之年产升式移动平台 1 台项目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00 亿元，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3.00 亿元，其中：建筑工

程 2.54 亿元；设备购置及安装 1.34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0.08 亿元，项目

铺底流动资金 0.04 亿。项目投资用于勘察设计及监理服务、场地设施改造、加

工车间建设、船台/滑道、船坞和舾装码头的建设，购置和安装包括龙门吊、自

动焊接机器人、迷你自动焊接设备、数控车床和卷板机和天车等生产设备以及支

付其他配套工程建设的相关费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项目未启动，剩余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公司

拟终止该项目，并将前述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投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终止具体原因：根据公司重组后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公司对海工产业进行

了认真研究，目前，海工市场前景不明朗，产能相对过剩，处于行业发展周期的

下行通道，产品利润率偏低，海工产品开发和制造与公司发展战略不匹配，为降

低投资风险，拟终止该项目。 

（二）拟新增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 盾构/TBM 刀具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 

（1）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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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针对盾构/TBM 刀具关键部件、系统、整机的研发与关键技术攻克，实

施主体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隧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实施内容为突破相关基础性

关键、共性技术，实现刀具产品的针对性设计、系列化设计、差异化设计，并依

托具体工程实现示范应用和产业化，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盾构/TBM 刀具是盾构机的牙齿，牙齿如何直接决定了掘进机的掘进效率和

质量。目前，国内市场盾构/TBM 保有量保守估计已达 1,700 台，刀具作为消耗

品需求量极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国内的城市地铁隧道、水工隧道、越江隧道、铁路隧道、公路隧道、市政管道等

隧道工程将需要大量的盾构、TBM，施工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不同系列的刀具。 

项目拟通过自主创新加快新产品开发，抓住目前国内及“一带一路”国际方

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市场和良好发展机遇，有力提升盾构/TBM 刀具等关键部

件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 

（2）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 

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隧道施工安全九条规定》要求“必须严格控制现场作业人数，掘进作业面

应实施机械化作业，严禁超员组织施工作业。”以盾构/TBM 为代表的机械化换

人、智能化减人顺应了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正在成为隧道建设的共识。 

②满足国家重大隧道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对装备保障能力的更高要求 

目前，中国隧道人工施工作业依然为隧道施工的主流，呈现 60-70 年代出生

的劳动力成本低，一次性投入较少，隧道施工技术简单，成本易于控制等优势。

随着国家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隧道在铁路和公路的投资比例

逐年提升，隧道施工机械化已经逐步成为隧道施工的趋势所在。 

③有利于培育壮大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 

抓住目前中国山岭隧道施工巨大市场和良好发展机遇，通过自主创新加快经

验积累，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加快刀具产品研发，不仅加快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而且对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高效、环保

和安全地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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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意义，必将产生更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④对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具有重大作

用 

项目的发展需要大量性能可靠的高端机械、液压、电子零部件及系统，这将

带动我国高端基础元器件的研制和应用，促进基础元器件产品的升级和产业发展，

同时还将促进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发，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整体水平。 

（3）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项目中加工设备和厂房基建等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进行企业投资备案，

已在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备案（备案证号：

2018-410703-35-03-035241）。  

项目使用土地为公司已有土地，无需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该项目

使用的土地对应的土地证号为新国用（2016）第 01008 号。 

项目固定资产投入中含有热处理、机加工、焊接等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

评估，已在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取得环评批复（环评证号：新环卫表审

[2018]10 号）。 

（4）项目投资概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预计 10,930 万元 ，主要用于攻克刀具地质适应性、刀圈新

材料、刀具热处理工艺技术、刀具集成化制造技术等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开展

产品关键系统的试制及试验，并实现刀具产业化应用。 

（5）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投资估算为 10,930 万元 ，全部使用募集配套资

金，其中固定资产投入 1,430 万元，研发投入 9,500 万元。 

（6）项目投资进度计划 

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24 个月。 

（7）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5.45%，投资回收期为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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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隧道专用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 

（1）项目简介 

项目针对隧道专用设备关键部件、系统、整机及研发与关键技术攻克，实施

主体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隧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实施内容为突破相关基础性关

键、共性技术，研究新型智能化、信息化专用设备，并依托具体工程实现示范应

用和产业化，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铁路、公路、水电、管廊、地下空间、矿山、国防

等基建领域中各种隧道、隧洞的工程量巨大。钻爆法施工灵活，对地质的适应性

强，一直是国内修建隧道的主要工法。但随着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国家强化安全政

策，钻爆法隧道施工日益呈现出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对隧道专

用设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蒙华铁路、玉磨铁路、太焦铁路和郑万铁路等一批重

点铁路工程的开建及其对机械化施工的坚决推行，有力地推进了隧道施工机械化、

自动化、信息化进程，与机械化施工配套的隧道专用设备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项目拟通过自主创新加快新产品开发，抓住目前国内及“一带一路”国际方

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市场和良好发展机遇，有力提升隧道施工重大技术装备的

整体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 

（2）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 

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隧道施工安全九条规定》要求“必须严格控制现场作业人数，掘进作业面

应实施机械化作业，严禁超员组织施工作业。”以隧道专用设备为代表的机械化

换人、智能化减人顺应了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正在成为隧道建设的共识。 

②满足国家重大隧道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对装备保障能力的更高要求 

目前，中国隧道人工施工作业依然为隧道施工的主流，呈现 60-70 年代出生

的劳动力成本低，一次性投入较少，隧道施工技术简单，成本易于控制等优势。

随着国家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隧道在铁路和公路的投资比例

逐年提升，隧道施工机械化已经逐步成为隧道施工的趋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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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利于培育壮大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 

抓住目前中国山岭隧道施工巨大市场和良好发展机遇，通过自主创新加快经

验积累，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加快刀具产品研发，不仅加快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而且对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高效、环保

和安全地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④对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具有重大作

用 

项目的发展需要大量性能可靠的高端机械、液压、电子零部件及系统，这将

带动我国高端基础元器件的研制和应用，促进基础元器件产品的升级和产业发展，

同时还将促进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发，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整体水平。 

（3）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项目中加工设备和厂房基建等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进行企业投资备案，

已在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备案（备案证号：

2018-410703-35-03-035238）。 

项目使用土地为公司已有土地，无需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项目所

使用土地对应的土地证号为新国用（2016）第 01008 号。 

项目固资投入中含有机加工、焊接、烤漆等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已在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取得环评批复（环评证号：新环卫表审[2018]09

号）。 

（4）项目投资概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14,900 万元 ，主要用于攻克隧道专用设备的研发，包含三

臂凿岩台车、支护台车、悬臂掘进机和隧道非标设备等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开

展产品关键系统的试制及试验，并实现产品的产业化应用。 

（5）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投资估算为 14,90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固定资产投入

3,100 万元，研发投入 11,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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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投资进度计划 

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24 个月。 

（7）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4.87%，投资回收期为 4.17

年。 

3. 新型轨道交通成套技术研究及试验线建设项目 

（1）项目简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消费理念的变化，轨道交通已经从简单的

平面模式发展为立体综合公共交通体系。在城市，人们对出行时间上要求更精确；

在景区，希望在有效的时间获取更多的核心旅游资源；在大型中央商务区，点对

点的空间转换要求更加迫切。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首先需要考虑的

环节。 

项目以提升中铁科工集团城市新型轨道交通研发创新能力、推动中铁科工集

团产业升级、加强发展后劲为核心，以加快中铁机械院研发成果产品及产业化转

化为目标而确定。项目实施主体为中铁科工集团下属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项目由三部分组成：1）悬挂式轨道交通成套技术开发；2）悬挂式轨道

交通试验线建设；3）气动列车成套技术开发。 

（2）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 

①行业技术发展及市场的要求 

轨道交通装备体系是交通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要加快构建自主研制、先进

精良、绿色智能、标准协同的轨道交通装备体系。积极推动加强装备研发，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提升关键装备技术自主研发水平，促进装备与工程、研发与应用

协同创新，积极推动加强装备制造，推动运输装备智能化、清洁化、高端化、标

准化、轻量化发展，推动工程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发展。 

②中铁科工集团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 

中铁科工集团依托上市公司的产业布局，力争抓住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新型轨

道交通产业的发展机遇，进军新制式轨道交通产业，通过合作研发制造新制式轨



 

12 

道交通车辆及相关系统设备，为客户对悬挂式轨道交通及气动列车等新制式轨道

交通需求提供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3）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项目已获得武汉市江夏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

案证号：2018-420115-35-03-029832）。  

项目使用土地为公司已有土地，无需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项目所

使用土地对应的土地证号为夏国用（2015）第 442 号、夏国用（2015）第 443

号。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

记表的建设项目，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

201842011500000971。 

（4）项目投资概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预计 18,850 万元，主要用悬挂式轨道交通成套技术开发、

悬挂式轨道交通试验线建设及气动列车成套技术开发三个方面。 

（5）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投资估算为 18,85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其中悬挂式轨道交

通成套技术开发投入 7,000 万元，悬挂式轨道交通试验线建设投入 8,850 万元，

气动列车成套技术开发投入 3,000 万元。 

（6）项目投资进度计划 

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24 个月。 

（7）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项目为研发类项目，旨在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研发能力和提高技术储备，

不宜以量化的经济效益分析和衡量投资收益。 

（三）拟补充流动资金说明 

为了提高公司流动性水平，盘活募集资金，公司拟将终止实施项目募集资金

扣除拟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约 118,455.00 万元用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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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有利于公司推进在手项目执行进度，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公司目前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调整前 

项目预定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 

项目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高端装备再制造中心项目 2018 年 7 月 2019 年 4 月 

2 重载高锰钢辙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6 月 

1. 高端装备再制造中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4.1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17 日该项目累计投资 3.3 亿

元。项目前期立项、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

许可证等各项手续齐备。 

各建筑单体进度如下：1）机加焊接车间：主体框架基本完成，其中钢管柱

立柱全部完成，屋面支撑及檩条完成 75%；2）试验检测中心：图纸设计地上共

9 层结构，累计完成 2 层框架结构；3）餐厅：图纸设计共 3 层结构，累计完成

2 层框架结构；4）厂区工程：厂区北侧道路雨、污水管道及自来水管道已铺设

完成；原装配车间外东西两侧道路雨、污水管道及自来水管道已铺设完成；机加

焊接车间南侧道路雨、污水管道、消防管道及自来水管道已基本铺设完成。 

（2）进度调整原因 

近两年来，京津冀环保治理力度不断加强，项目土建施工进度受到较大影响，

导致建设工期预计延后 9 个月。 

2. 重载高锰钢辙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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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总投资 5.5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17 日该项目累计投资 3.3 亿

元。项目前期立项、投资项目备案、不动产权证、环评报告等各项手续齐备。 

各建筑单体进度如下：1）打磨工部主体及外围护结构已完成、天车安装完

毕，目前进行窗户安装和地面、平车轨道等施工；2）机加工工部，主体和外维

护结构完成，每跨已安装天车一台，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基础、地面和窗户安装施

工；3）食堂、宿舍、辅助间一、辅助间二、空压站、燃气锅楼房、CT 室、消

防泵房主体已全部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内外装修的施工；4）废钢库钢结构主体

安装完毕，现正进行外围护施工；铸钢工部现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室外管网及道

路一开工建设；部分设备已开始安装。 

（2）进度调整原因 

一方面热工工部对厂房要求有特殊性，在方案选择时，采用钢结构还是混凝

土结构作了较长时间的论证；另一方面，因治理雾霾，宝鸡市政府在项目实施期

间要求所有建设工地土建工作全部停工，造成项目工期延误。 

四、相关内部审核和批准程序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

议案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状况及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次变

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

强公司资金营运能力。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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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和市

场环境，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状况及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强公司资金营运能力。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事项，并同意将《关于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铁工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系出于公司自身情况考虑，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公司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将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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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铁高新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刘晓光                金萌萌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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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铁高新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袁  媛                郭  晗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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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铁高新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赵  渊                周煜婕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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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铁高新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李长桦                 曾  波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