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中信建投”）作

为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或“公司”）2017 年首次公

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数据港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

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3 号文核准，2017 年 1 月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65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8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10,670,000.00 元，扣

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29,700,000.00 元，扣除公司为发行 A 股所支付的中介

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人民币 9,95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合计人民币

371,020,000.00元。 

原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数额 

1 宝山数据中心 34,249 30,000 

2 技术研发中心 4,913 1,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 6,102 

合计 69,162 37,10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1）宝山数据中心项目已建设完成并达到预计效益。 

（2）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尚未实际开展。 

（3）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已实施完毕。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数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数额 

1 宝山数据中心 30,000.00 28,547.29 

2 技术研发中心 1,000.00 - 

3 偿还银行贷款 6,102.00 6,105.48 

合计 37,102.00 34,652.77 

公司拟将宝山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扣除 2018 年 7 月已支付的采购款

98.12 万元，扣除后续仍需支付的采购款 248 万元）的结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

1,131.05万元的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公司拟终止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将该项目全部募集资金及其利息 1,014.88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借款。 

合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总额为 2,145.93 万元。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1）宝山数据中心项目 

经过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的高速发展，公司已经在国内互联网批发型数据中

心用户市场上占有领先优势。凭借公司高效的运营能力以及与阿里巴巴建立的合

作关系，公司与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合作共同为阿里巴巴提供数据中心服务和网

络宽带服务。2015年，公司已与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按照要求提

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及机柜托管服务，投资 30,000.00万元在上海市宝山区

杨行镇吴淞科技园 2 号厂房和 3 号厂房，服务规模为 1,327 个 8KW 电力容量机

柜。 

本项目已取得闸发改投备【2014】68号、静发改委备变【2016】第 6 号项目

备案，并获得上海市宝山区环保局出具的说明，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政策的要

求。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长江口数据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运营，计



划建设周期 12个月，计划总投资为 34,24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支出 投资额（万元） 

电气系统 15,112 

制冷系统 7,802 

综合通讯管理系统 2,661 

房屋改造 2,934 

建设期房租物业管理费 652 

建设期管理费用 1,224 

建设期利息费用 751 

铺底流动资金 3,114 

合计 34,249 

本项目假设 10年经营期，本项目达产年产值预计可达 1.64亿元，年均净利

润 3,447万元/年，净利润率 22%，投资收益率（IRR）15.23%，财务净现值（ic=10%）

6,073.47万元，投资回收期 5.11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公司投入 4,913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提高公司在新产

品、新技术方面的应用研发能力，更有力地承担产品开发和改进、人才培训、技

术支持和决策、产学研联合等职责，使公司的数据中心服务在品质和附加值方面

不断提高，保持公司研发能力的国内领先地位。 

本项目已在上海市静安区发改委完成项目备案，取得闸发改投备（2014）68

号备案意见，并获得上海市静安区环保局出具的函件，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政

策的要求。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原备案到期后进行了重新备案，于 2016 年 9 月取

得了静发改委备变【2016】第 6号备案意见。 

本项目由本公司负责实施运营，计划建设周期 1年，计划总投资为 4,913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1 设备购置 4,011.55 

2 其他建设费用 508.48 

3 配套流动资金 393.05 

合计 4,913.08 

本项目有助于公司不断保持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说明 

（1）宝山数据中心项目 

本项目实施主体未变更，分二期进行模块化开发建设，宝山数据中心项目一

期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建设完毕，二期工程于 2016 年 3 月建设完毕。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宝山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和二期）均已投入运营，累计已实际投

入金额 28,547.28 万元，2017 年度实现效益 3,869.34 万元，已达到预计效益，

募集资金结余（含利息）1,131.05万元存储于公司已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2）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本项目尚未实际开展，募集资金（含利息）1,014.88

万元存储于公司已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宝山数据中心项目 

公司宝山数据中心项目已于 2016年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合同执行情况良好，

已实现预计效益，基于公司不断加强成本管理，强化能耗控制的经营理念，项目

实际投入额较预计额发生部分结余。 

2、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鉴于公司业务逐渐扩大，现有江场三路 166 号办公场地已无法再增设技术研

发中心。为确保公司技术研发的开展，公司已对既有的研发组织架构及相关资源

进行了调整和整合，承担了部分技术研发中心功能。鉴于现阶段公司业务规模逐

步扩大，新建数据中心迅速增长导致负债规模较大，故变更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投

入为归还银行借款。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本次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明细如下： 

序

号 
借款机构 

偿还本金

时间 

剩余本金

（万元） 

本次偿还金

额（万元） 

1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流动资金贷款） 2019/2/4 1,000.00 1,000.00 

2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流动资金贷款） 2019/2/4 500.00 500.00 

3 中信银行徐汇支行（流动资金贷款） 2019/2/4 500.00 500.00 

4 民生银行金桥支行（流动资金贷款） 2019/6/7 1500.00 145.93 

合计   3,500.00 2,145.93  



根据数据港与中信银行徐汇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8）沪银【贷】字/第

【201806-002】”、“（2018）沪银【贷】字/第【201806-027】” 、“（2018）沪银

【贷】字/第【201807-031】”的合同，与民生银行金桥支行签订的编号为“公借

贷字第 ZX18000000079218 号”的合同，数据港借款共计 3,500 万元用于公司营

运资金周转，本次原募集资金 2,145.93 万元用于归还上述借款。本次归还银行

借款，有利于降低公司短期偿债压力，改善现金流状况，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进

一步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拟用本次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提前归还银行借款，鉴于提前归还银行

借款需与各家合作银行商谈相关细节，待沟通确定后在还款期限内择机选择还款

时间，并及时进行相关公告。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次将宝山数据中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及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终止后的募集

资金归还银行借款，能有效控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

益，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公司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待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后，本保荐机构认为：数据港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且公司将就此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履行程序

完备、合规。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系公司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拟投资的新项

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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