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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物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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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

更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6 月 2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3 号）文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1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实际发行价

格每股 15.4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17,354,3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3,717,1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3,637,200.00 元。上述资金已

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 年 8 月 4 日“XYZH/2016BJA20645”号报告审验。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1 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9,028.71  

2 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  4,658.04  

3 长春汽车零部件综合物流基地项目  17,159.00  

4 智慧物流一体化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3,929.00  

5 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22,153.00  

6 补充流动资金 16,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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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合计 83,627.75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 IPO 募集资金已使用 148,830,073.60 元，

使用率 25.50%，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445,026,543.68 元（含利息及理财收

入）。各专户余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已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率 目前专户余额 

1 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90,287,100.00   94,256,721.05 49.53% 99,284,692.46 

2 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135,889,700.00   - 0.00% 136,031,775.06 

3 
智慧物流一体化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 
39,290,000.00 28,441,552.55 72.39% 5,781,466.70 

4 
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

项目  
46,580,400.00   60,000.00 0.13% 48,057,048.74 

5 
长春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

项目 
171,590,000.00   26,071,800.00 15.19% 871,560.72 

合计 583,637,200.00 148,830,073.60 25.50% 290,026,543.68 

截止 2017 年 10 月 19 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存放余额 290,026,543.68 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45,026,543.68 元，两者的差异主要系购买

55,000,000.00 元的理财产品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元所致。 

三、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决议，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京唐港基地一期建

设项目”调减募集资金用于“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将原募投项目

“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变更为“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 

（一）原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合计投入“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进

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和“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共 94,316,721.05 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94,316,721.05 元。公司计划将“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调

减募集资金 90,611,176.20 元、“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和“芜湖汽车零部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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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基地项目”全部剩余募集资金 184,088,823.80 元，共 274,700,000.00 元投入到

新项目“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中。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新项目“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总投资额 27,470.00 万元，具体

如下： 

本次拟通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吉林省长久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久联合”）向公司关联方长久（滁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

专用车”）采购 500 台中置轴车辆，合计金额约 27,470.00 万元，用于合规运力

的补充、新业务的开发等。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适应行业新政，满足存量业务运力的需要 

2016 年 8 月 18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工

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联合发

布了《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治理方案”或“方案”）。《治理方

案》主要内容如下： 

（1）2016 年 9 月 21 日起，全面禁止“双排车”通行，并督促汽车整车物流

企业更新改造不合规车辆运输车，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20%不合规车辆运输

车的更新改造。 

（2）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全面完成所有不合规车辆运输

车的更新改造，其中 2017 年底前完成 60%。 

（3）2018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符合新修订

GB1589 要求的标准化车辆运输车比重达 100%。 

为满足《治理方案》的相关要求，自 2016 年起，承运商已经开始大规模的

新增符合规定的车辆，但由于受到资金和融资能力的限制，承运商无法在短期内

通过自身采购满足运能的需求。因此公司将直接采购大批量合规中置轴车辆以应

对各节点淘汰运能，满足现有存量业务运力需要。 

2）解决公司在新业务开展中运力瓶颈的需要 

公司 2017 年新业务预算量 38 万台，受车辆治理政策影响，目前汽车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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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全部要求承运商提供合规运力车辆，若公司合作的承运商在合规运力方面投入

缓慢，将势必影响公司抢占市场机遇，故由公司直接购置合规中置轴运力，对于

解决公司在新业务开展中运力瓶颈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意义。 

3）提升物流服务质量，拉动行业服务标准体系化建设的需求 

新政规定 2018 年 7 月 1 日后合规车辆只有中置轴车辆及标准六位半挂车，

标准合规车辆在运输流程、运费标准、整体形象上具有统一性、可对比性，可有

效提升汽车生产厂商物流服务质量，推动公司建立行业服务标准体系标杆企业的

需求。 

（2）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长久（滁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泉州路以东、清流路以南、新安江路以

北、柳州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薄世久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专用汽车、车辆运输车、特种车辆、新能源汽

车、罐式车辆、商旅汽车及装备、汽车零配件、半挂车系列、危化品运输车、储

罐、罐式集装箱、集装箱式货车车厢、产品服务及维修，并提供相关咨询业务；

生产、销售普通机械、金属材料（除国家专营）、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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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采购标的介绍和定价情况 

1）中国重汽 T5G 底盘 4X2 驱动中置轴列车：共计采购 300 台，车辆单价

50.48 万元/台，购置税约 4.30 万元/台； 

2）一汽解放 J6 底盘 6x2 驱动中置轴列车：共计采购 200 台，车辆单价 50.83

万元/台，购置税约 4.35 万元/台； 

上述采购标的累计 500 台，车辆总金额约 25,310.00 万元，购置税总金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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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0 万元，合计约 27,470.00 万元。 

长久专用车应依据合同约定的交车日期将车辆停放在约定的地点，验收合格

后由双方办理交付手续。 

定价政策：公司通过公开的招投标形式，以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为参考，

充分考量投标方的各项指标，确定中标单位。该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利益。 

交易生效条件：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经双方签字盖章

即生效。 

（三）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涉及的关联方交易事项 

根据本次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与长久专用车签订《长久专用车买卖合同》；因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亦是长久专用车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原因 

（一）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公司拟投资的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已经投入

94,256,721.05 元，用于土地购买、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办公楼的建设等。该一期建

设项目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并实际运营，目前主要用于一汽马自达、柳州五菱、

天津丰田、广州丰田等品牌商品车的仓储及运输服务。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展进

度，本次拟调减募集资金规模 90,611,176.20 元用于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673,516.26 元将继续用于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后续建设。 

（二）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随着国家政策的发布与实施，汽车物流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公路为主

的运输方式将逐步变为多式联运为主，同时，公路运输的运输工具也将随之发生

变化，由此带来公路运输成本的变化。由于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是公司 2013

年规划的项目，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为购买 160 台自动装卸车，其平均成本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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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100 万元，其成本和规格已经不符合目前的公路运输的要求，且相应的项目环

境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次拟变更为符合国家要求和产业实际需求的中置轴轿

运车。 

（三）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 

本项目计划在安徽省芜湖市建设集仓储、干线运输/支线配送、包装、增值业

务于一体的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主要为各地汽车生产厂商和经销商提供零部件

物流服务。由于项目设计日至募集资金到位间隔时间较长，公司相关的业务发生

了变化，已经不再适合进行投资建设，因此，本次拟将其整体变更为购买合规的

中置轴轿运车，用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五、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影响 

（一）京唐港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项目已经按照投资进度基本建设完毕并实际投入

使用，本次根据项目投资进度调减募集资金 90,611,176.20 元，不会对项目的后

续实施造成影响。 

（二）进口整车物流服务项目 

该项目由于行业的变化和产业政策的变更已经不再适合，鉴于该项目至今

还未实施，募集资金也未投入使用，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不会对该项目

造成影响。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将会变更至购买符合国家要求和产业实际需求的

中置轴轿运车项目中，该项目预期将给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运力保障和利润来

源，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影响。 

（三）芜湖汽车零部件物流基地项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项目已经投入 60,000.00 元，主要为公司所支付

的环境影响评估等费用，本次将剩余用于建设零部件仓库及资产购买等的募集资

金变更至购买中置轴车辆，不会影响已经投入的资产的继续使用。同时，将不适

合继续实施的项目调整到购买运输工具中，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因此，本次

募集资金的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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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 

公司购置 500 台中置轴轿运车项目将提高公司的合规运力和新业务的开发，

但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变化、行业竞争情况、自身业务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未能实现预期收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注意项目投资风险。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7 年 10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上述募投项目变更相关事项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涉及关联方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上述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出于市场变

化以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涉及关联方交易。上述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的关联交易系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

交易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保荐机构同意长久物流及下属子公司购买关联方中置轴轿车的关联交易事

宜。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关联方交易事项无异议。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的关联方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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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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