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2266 2021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三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一年八月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海通证券和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受联席主承销商
的委托，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核查了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要求而提供的必要文件，且已经得到联席主承销
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
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
称“《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
用规则”）的相关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意见对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监管机构、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以及相关信息公示平台公示的信息出具相应的意见。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示，无论是
书面的或是口头的。

3、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面许可，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
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 关于本次A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 符合法律法
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不
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下：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4）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共有20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

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1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网
投基金” ）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2 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华投资”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3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投资”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4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国
鑫”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5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地
铁”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6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证券”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7 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轨
道”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8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轨道”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9 广州工控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广州工控混改基金”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10 湖南华菱迪策鸿钢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华菱鸿钢”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11 太仓市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资
产”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12 深圳市静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水投资”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13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株洲国投”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14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1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5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2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6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3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7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4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4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8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6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9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8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8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20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财
富” 或“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中网投基金的《营业执照》、 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网投基金的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查询，中网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7年3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CXL49H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吴海为代表）

出资额 3,0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科苑路18号2幢一层A032号（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内）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网投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中网投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S8838，备案日
期为2017年6月6日。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网投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网投基金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国互联网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网投管理公司”）为中网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中网投基金。中网信通（北京）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网信通”）为中网投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中网投管理公司40%的股权，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网站披露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中网信通为中网投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中网信通系由事业单位国家计算机网络与
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出资的独资企业，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持有中网信通100%的股权，系中网信通的实际控制
人，也系中网投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中网投基金出资人构成如下所示：

注1：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9445%，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的
全资子公司；（ii）黑龙江鼎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9.7640%，黑龙江鼎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持股
60%的曹立春和持股40%的范淑春；（iii）珠海合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7.7875%，珠海合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
股东分别为持股95%的北京宝鼎百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持股5%的李娟；（iv）共和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5.8110%，共和
控股有限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持股99%的关鑫和持股1%的张岩；（v）瑞煜（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15.8110%，瑞煜（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两位股东分别为持股99.9003%的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和持股0.0997%的中非信银（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vi）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9.8819%，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
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持股76%的白少良和持股24%的刘玉珍。

注2：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
分别为持股55%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持股45%的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3：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92%，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
的全资子公司；（ii）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iii）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持股16.25%，中国集邮有限公司
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iv）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持股12.83%，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为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5：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
i）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6696%；（ii）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持股33.3304%；（iii）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

股15%。
注6：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7：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8：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

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9：以上股权比例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网投基金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网投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中网投基金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共同发起，其他合伙人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基金规划总规模
1,000亿元。因此中网投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网投基金确认，中网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此外，中网投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浙江中
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777）、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11）、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688008）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中网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网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

中网投基金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中网投基金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
承诺认购金额。

2、 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国华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国华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国华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6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MA01RT7414

法定代表人 刘瑞生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17层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 国华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国华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国华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能源投资”）为国华投资的控股股东，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间接持有国华投资100%的股权，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华投资
的实际控制人。国华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国华投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华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国华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国华投资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国华投资拟在下述合

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轨道交通装备业务：①在牵引变流系统及包括机车自动驾驶系统在内的信息化与智能系统领域展开合作，应用于包括

神朔、朔黄等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体系内的轨道交通业务；②在重型轨道车、大功率电传动轨道车、电力机车等轨道工程机械领
域展开合作，通过共同研发及采购等方式，进一步加深战略协同；③在大型设备检修、机械养护和设备技术改造等方面增加业
务合作深度，未来可共同开展检修行业技术标准和车载设备行业技术标准研究。

2）新兴装备业务：①为发行人在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包括双极器件、IGBT和SiC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的电力电源、电机控制、风电、光伏、工业变流等业务领域；②在以风电变流器、光伏逆变器为代表的新能源
发电领域展开合作，碳中和背景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7000万-8000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目标，以及
2021年风电、光伏两个“1500万+”的刚性装机目标，新能源业务订单进一步释放确定可期，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合并重组而成， 于2017年11月28日
成立，是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2020年世界500强排名第108位。截至2020年末，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资产总额为17,881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569亿元，净利润577亿元，煤炭产量5.3亿吨，电力总装机量2.57亿千
瓦，发电量9,828亿千瓦时，供热量4.47亿吉焦，火电总装机量1.91亿千瓦，风电总装机量4,604万千瓦。因此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属
于大型企业。

国华投资由国家能源投资集团间接控制，因此，国华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国华投资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华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国

华投资提供的财务文件，国华投资的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3、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信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中信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6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166R

法定代表人 孙明

注册资本 92,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经营范围
高新科技产业、房地产业、旅游服务业、工业、商业、生物医药业的投资；新技术的开发、推广、转让、服
务；资产管理；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 中信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信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信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为中信投资的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集团”）为中信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中信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信投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信投资与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受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除上述情况外，中信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2021年7月7日，中信投资的控股股东中
国中信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同意中信投资控股参与中车电气科创板IPO战略配售项目的批复》。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信投
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信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信集团于2021年7月5日出具的《关于中信投资控股参与中车电气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说明》，中信集团与发行

人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于2021年5月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服务、资
本运作、装备制造、国际业务、城市综合开发、信息化服务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尤其在高端装备制造的国产化开发、应用研究
和推广方面；为执行中信集团与中车集团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由中信投资代表中信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发行人
本次战略配售，中信投资将作为连接发行人与中信集团的桥梁，对接中信集团内、外部的各项资源，更好地助力发行人实现战
略发展目标。

根据中信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中信投资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中信投资将协调中信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与发行人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中信投资作为中信集团的战略投资平台，未来将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在资金归集结算、现金管理、供应链
金融、债券发行、股权融资、投资并购、资产证券化、证券经纪和投资咨询、基金业务等方面，协调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为发
行人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2）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具备年产1,200万吨优特钢生产能力，是发行
人的重要供应商，未来将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合作，例如中信特钢与发行人已针对大冶特钢五总降变电站项目完成现场勘
察及交流，双方正在共同推动该项目的落地。

3）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与发行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包
括：①中信重工旗下的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中高压IGBT和可控硅等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近两年
采购额近1,000万人民币，并且逐步增长；②中信重工旗下的中信科佳信（北京）电气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小型吸收
电容器的供货商，未来将在高压变频、超级电容器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我国高铁电容器的国产化进程；③发行人的深海
机器人可用于深海采矿领域，中信重工在矿山机械方面有较强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双方未来可在深海采矿方面联合研发水下
矿用机械装备及配套产品，未来可与中信重工合作实现深海机器人的国产化，中信重工作为配套设备的生产厂商，发行人专
注于核心部件的生产。

2011年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国有大
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业务涉及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和新型城镇化等领域。2020年中信集团连续第12年
上榜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位居第126位。2014年中信集团将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
富有限公司，实现了境外整体上市，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7月29日总市值2,440.67亿港元。因此，中信集团属于大
型企业。

因此，中信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中信投资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

信投资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中信投资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
认购金额。

4、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国鑫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上海国鑫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上海国鑫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年10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703034848B

法定代表人 陆稹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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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 上海国鑫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上海国鑫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上海国鑫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资经营”）持有上海国鑫100%的
股权，为上海国鑫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持有上海国鑫100%股权，为
上海国鑫的实际控制人。上海国鑫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上海国鑫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国鑫的控股股东上海国资经营持有联席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证券21.34%的股权， 上海国资经营的控股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7.66%的股
权，除上述情况外，上海国鑫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上海国鑫确认，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国鑫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上海国鑫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上海国鑫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上海国鑫拟在下述合

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在高端制造方面，双方将在轨道交通装备与功率半导体、海工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加大合作力度，加快

产融结合，促进相关高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2）在区域发展方面，结合发行人技术优势与上海国鑫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帮助发行人实现海工装备、功率半导体

相关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3）在财务融资方面，上海国鑫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调其参股投资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建立合作关系，为发行人在上海业务开展中进行的信贷、融资、增信等活动提供品
质服务。

4）上海国鑫可通过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立的金浦基金、国和基金等一系列股权投资基金，加深与发行人在高端
制造、半导体产业链的投资合作，并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

上海国鑫成立于2000年，为上海国资经营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国资经营是1999年10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
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系统战略性金融资产的重要持股公司。目前上海国资经营持有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211）、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825）、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1601）等多家重点金融机构股权，曾成功主导、参与市属金融机构及重点国企的重组与改制。上海国资经营注册
资本55亿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国资经营资产总计875.87亿元，当年净利润43.26亿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上海国鑫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此外，上海国鑫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山东威高骨
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61）、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538）、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88180）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上海国鑫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上海国鑫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上

海国鑫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上海国鑫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
认购金额。

5、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地铁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深圳地铁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深圳地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2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GC9Y5B

法定代表人 龙宏德

注册资本 9,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7层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含地铁、铁路、磁悬浮等）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综合管廊
等）工程的投资、建设管理；工程管理与技术咨询及设计服务；轨道交通设备及建筑材料的研发、推
广、销售、租赁等服务；轨道交通设备成套、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服务；轨道交通相关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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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所律师核查， 深圳地铁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
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深圳地铁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深圳地铁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地铁集团”）持有深圳地铁100%股
权，为深圳地铁的控股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是深圳地铁的实际控制
人。深圳地铁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下转C31版）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电气”、“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于2021年5月1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于2021年6月2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112号文注册同
意。

本次发行拟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担
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及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就拟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潜在投资者（以下简称“潜在战略投资者”）的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联席主承销商已经得到潜在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
/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联席主承销商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9〕2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174号〕）（以下简称“《注册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
148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2018年修订）》（中证协发〔2018〕142号）、《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以下简称“《科创板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对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委托北京市海
问律师事务所对战略投资者配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潜在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意见，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相
关核查结果，联席主承销商特就本次战略配售事宜的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 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

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中网投基金” ）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24个月

2 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华投资”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3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投资”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4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国鑫”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5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地铁”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6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
证券”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7 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轨道”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8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轨道”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9
广州工控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工控混改
基金”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10 湖南华菱迪策鸿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华菱鸿钢”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11 太仓市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仓资产”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12 深圳市静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
水投资”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13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株洲国投”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4个月

1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财富” 或“保荐机构跟投子公
司”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个月

15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
代电气1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16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
代电气2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17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
代电气3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18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4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
代电气4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19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6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
代电气6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20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8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时
代电气8号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上述20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除中金财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时代电气1号资管计

划、时代电气2号资管计划、时代电气3号资管计划、时代电气4号资管计划、时代电气6号资管计划及时代电气8号资管计划（以
下合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外的13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一般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
《业务指引》第六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本次发行向20名战

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业务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和参与规模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240,760,275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7.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共有20名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228,082股（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上

限），占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业务指引》要求，跟投比例和金额将根据发行人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a) 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b) 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c) 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d) 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具体跟投金额将在2021年8月24日（T-2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5.00%，即12,038,013股。因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
购数量进行调整。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
不超过69,796.00万元。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认购的金额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人民币亿
元）

1 中网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2.0

2 国华投资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0

3 中信投资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0

4 上海国鑫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0.995

5 深圳地铁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0.995

6 英大证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1.2

7 成都轨道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1.0

8 湖南轨道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0

9 广州工控混改基金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1.5

10 华菱鸿钢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0

11 太仓资产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1.0

12 静水投资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0

13 株洲国投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2.6

合计 21.29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不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
款项金额除以本次A股之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业务规范》、《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
（1）中金财富（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注册号 91110000MA00CXL49H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0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03-23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科苑路18号2幢一层A032号（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内）

营业期限自 2017-03-23 营业期限至 2032-03-22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主要人员 董事长：吴海；总经理：李筱强；监事长：李群
经核查，中网投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中网

投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S8838，备案日期为2017
年6月6日。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网投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网投基金的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网投管理公司”）为中网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中网投基金。中网信通（北京）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网信通”）为中网投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中网投管理公司40%的股权，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网站披露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中网信通为中网投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中网信通系由事业单位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中心出资的独资企业，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持有中网信通100%的股权， 系中网信通的实际控制
人，也系中网投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中网投基金出资人构成如下所示：

注1：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9445%，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的
全资子公司；（ii）黑龙江鼎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9.7640%，黑龙江鼎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持股
60%的曹立春和持股40%的范淑春；（iii）珠海合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7.7875%，珠海合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
股东分别为持股95%的北京宝鼎百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持股5%的李娟；（iv）共和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5.8110%，共和
控股有限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持股99%的关鑫和持股1%的张岩；（v）瑞煜（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15.8110%，瑞煜（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两位股东分别为持股99.9003%的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和持股0.0997%的中非信银（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vi）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9.8819%，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
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持股76%的白少良和持股24%的刘玉珍。

注2：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
分别为持股55%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持股45%的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3：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92%，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
的全资子公司；（ii）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0%，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iii）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持股16.25%，中国集邮有限公司
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iv）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持股12.83%，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为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5：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

（i）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6696%；（ii）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持股33.3304%；（iii）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5%。

注6：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7：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8：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

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注9：以上股权比例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网投基金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网投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中网投基金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共同发起，其他合伙人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基金规划总规模
1,000亿元。因此中网投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经核查，并经中网投基金确认，中网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此外，中网投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浙江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777）、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11）、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008）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中网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网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

中网投基金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中网投基金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
承诺认购金额。

2、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册号 91110101MA01RT7414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瑞生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06-09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17层

营业期限自 2020-06-09 营业期限至 2070-06-08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人员 董事长：刘瑞生；总经理：李青

经核查，国华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国华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国华投资的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

cn），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能源投资”）为国华投资的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间接持有国华投资100%的股权，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华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国
华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国华投资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华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国华投资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国华投资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国华投资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

开展战略合作：
1）轨道交通装备业务：①在牵引变流系统及包括机车自动驾驶系统在内的信息化与智能系统领域展开合作，应用于包括

神朔、朔黄等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体系内的轨道交通业务；②在重型轨道车、大功率电传动轨道车、电力机车等轨道工程机械领
域展开合作，通过共同研发及采购等方式，进一步加深战略协同；③在大型设备检修、机械养护和设备技术改造等方面增加业
务合作深度，未来可共同开展检修行业技术标准和车载设备行业技术标准研究。

2）新兴装备业务：①为发行人在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包括双极器件、IGBT和SiC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的电力电源、电机控制、风电、光伏、工业变流等业务领域；②在以风电变流器、光伏逆变器为代表的新能源
发电领域展开合作，碳中和背景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7000万-8000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目标，以及
2021年风电、光伏两个“1500万+”的刚性装机目标，新能源业务订单进一步释放确定可期，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合并重组而成， 于2017年11月28日
成立，是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2020年世界500强排名第108位。截至2020年末，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资产总额为17,881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569亿元，净利润577亿元，煤炭产量5.3亿吨，电力总装机量2.57亿千
瓦，发电量9,828亿千瓦时，供热量4.47亿吉焦，火电总装机量1.91亿千瓦，风电总装机量4,604万千瓦。因此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属
于大型企业。

国华投资由国家能源投资集团间接控制，因此，国华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国华投资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华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国

华投资提供的财务文件，国华投资的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3、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册号 91110000710934166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明

注册资本 9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06-22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营业期限自 2006-06-22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高新科技产业、房地产业、旅游服务业、工业、商业、生物医药业的投资；新技术的开发、推广、转让、服务；资产
管理；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明；董事：孙明、宋军、沙玲、尹菲菲、张权
经核查，中信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信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信投资的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

cn），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为中信投资的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为
中信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中信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信投资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信投资与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除上

述情况外，中信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2021年7月7日，中信投资的控股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
司作出《关于同意中信投资控股参与中车电气科创板IPO战略配售项目的批复》。经核查，并经中信投资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
出具之日，中信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信集团于2021年7月5日出具的《关于中信投资控股参与中车电气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说明》，中信集团与发行

人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于2021年5月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服务、资
本运作、装备制造、国际业务、城市综合开发、信息化服务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尤其在高端装备制造的国产化开发、应用研究
和推广方面；为执行中信集团与中车集团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由中信投资代表中信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发行人
本次战略配售，中信投资将作为连接发行人与中信集团的桥梁，对接中信集团内、外部的各项资源，更好地助力发行人实现战
略发展目标。

根据中信投资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中信投资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中信投资将协调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与发行人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中信投资作为中信集团的战略投资平台，未来将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在资金归集结算、现金管理、供应链
金融、债券发行、股权融资、投资并购、资产证券化、证券经纪和投资咨询、基金业务等方面，协调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为发
行人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2）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具备年产1,200万吨优特钢生产能力，是发行
人的重要供应商，未来将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合作，例如中信特钢与发行人已针对大冶特钢五总降变电站项目完成现场勘
察及交流，双方正在共同推动该项目的落地。

3）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与发行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包
括：①中信重工旗下的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中高压IGBT和可控硅等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近两年
采购额近1,000万人民币，并且逐步增长；②中信重工旗下的中信科佳信（北京）电气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小型吸收
电容器的供货商，未来将在高压变频、超级电容器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我国高铁电容器的国产化进程；③发行人的深海
机器人可用于深海采矿领域，中信重工在矿山机械方面有较强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双方未来可在深海采矿方面联合研发水下
矿用机械装备及配套产品，未来可与中信重工合作实现深海机器人的国产化，中信重工作为配套设备的生产厂商，发行人专
注于核心部件的生产。

2011年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国有大
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业务涉及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和新型城镇化等领域。2020年中信集团连续第12年
上榜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位居第126位。2014年中信集团将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
富有限公司，实现了境外整体上市，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7月29日总市值2,440.67亿港元。因此，中信集团属于大
型企业。

因此，中信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中信投资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

信投资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中信投资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
认购金额。

4、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册号 91310104703034848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陆稹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0-10-09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营业期限自 2000-10-09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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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人员 董事长：陈航标；总经理：陆稹

经核查，上海国鑫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上海国鑫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上海国鑫的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

cn），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资经营”）持有上海国鑫100%的股权，为上海国
鑫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间接持有上海国鑫100%股权，为上海国鑫的实际
控制人。上海国鑫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下转C29版)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一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