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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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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原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集团”、“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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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2 号文核准，2014 年 9 月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 170,353,979 股募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发行价

格为每股 19.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3,760,998.9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74,464,522.2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79,296,476.62 元。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全部到账。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4）第 110ZC0209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 

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配套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威”），经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 年 10 月 20 日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暨对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317,929.65 万元对子公司北京信威增资，由北

京信威将募集资金用于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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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如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万元） 

1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87,927.65 

2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3,490.00 

3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75,457.00 

4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21,055.00 

合计 317,929.65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变更情况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增资

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的议案》，对“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

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其中 109,000 万元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变

更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项目剩余部分募集资金

78,927.65 万元当时尚未确定投资项目。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

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前次变更用途以外剩余尚未确定部分 78,927.65 万元及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的 21,072.35

万元，共计 100,000.00 万元变更为“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相关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前承诺投资 变更后承诺投资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87,927.65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

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10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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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78,927.65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

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3,490.00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21,072.35 

尚未确定 12,417.65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原“尼星一号卫星项目”建设期为 2.5 年，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5 月底，

预计于 2019 年 4 月发射，自 2019 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在轨运行的第五年

（2023 年）达产。“尼星一号”预计寿命 20 年，运营期间预计为 2019 年至 2039

年。“尼星一号卫星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为 36,012.48 万元，年净利润为

13,088.75 万元。 

公司在对“尼星一号卫星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后，拟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尼星一号卫星项目”建设期变更为自 2019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底，预计于 2022 年 4 月发射，自 2022 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在轨运行

的第五年（2026 年）达产。“尼星一号”预计寿命 20 年，运营期间预计为 2022

年至 2042 年。因公司拟在新卫星在轨交付前，采用购买二手卫星的方式，保护

已完成协调的卫星网络资料，故拟将预计总投资金额由 251,171 万元增加至

260,771 万元，增加的部分资金公司自筹。“尼星一号卫星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

售收入为 36,012.48 万元，年净利润为 12,749.01 万元。 

本次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项目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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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计划尼星一号卫星项目建设期 2.5 年，预计发射时间 2019 年 4 月，开

始运营时间 2019 年二季度，预计达产时间在轨运行的第五年（2023 年），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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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间由 2019 年至 2039 年。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1、公司战略方面：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公司卫星产业整体战略规划

调整，相应的布局和实施时间也进行了调整。 

2、项目技术方面：项目原技术方案在准备实施过程中，项目合作方出现重

大技术问题，导致公司与合作方对原有技术方案进行调整。由于卫星技术方案与

市场回报密切相关，方案论证过程复杂，导致项目实施时间延迟。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拟对项目实施时间作出延期调整。 

三、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是信威集团之孙公司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信威”）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在卢森堡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 Luxembourg 

Space Telecommunication S.A.（以下简称“空天通信公司”），已取得了西经 84.4

度轨道位置 20 年的使用权，空天通信公司拟在该轨位发射一颗对地静止卫星“尼

星一号”并运营。“尼星一号卫星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应频率协调及运营许可，

并与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太平洋、加勒比海、大西洋海岸

的法属岛屿、英属岛屿取得了频率协调及运营许可。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60,771

万元，拟使用前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剩余投资资金公司自筹。项

目投资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总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卫星制造 150,092 57.56% 

发射费用 65,200 25.00% 

地面站 21,529 8.26% 

保频占轨 9,600 3.68% 

应急成本 6,450 2.47% 

流动资金 7,900 3.03% 

合计 260,771 100.00% 

（二）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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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星一号卫星项目”建设期为 2.5 年，自 2019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底，

预计于 2022 年 4 月发射，自 2022 年二季度开始运营，预计在轨运行的第五年

（2026 年）达产。“尼星一号”预计寿命是 20 年，运营期间预计为 2022 年至 2042

年，具体说明如下： 

（1）收入测算 

“尼星一号”计划拥有 60 个转发器，包括 C 频段、Ku 频段和 Ka 频段转发

器，上述卫星转发器可进行电视广播业务、数据传输/宽带/互联网/音频业务、其

他数据传输业务；其他数据传输业务主要包括能源、海洋作业等特殊领域的信息

传输服务。其达产年收入测算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达产年收入 

电视广播 21,607.49 

数据传输、宽带、互联网、音频 12,604.37 

其他数据传输 1,800.62 

合计 36,012.48 

（2）成本测算 

“尼星一号”在轨运行期间的成本主要包括卫星折旧、在轨保险、人员工资、

卫星运营费用支出、卫星应急调试成本。其达产年成本测算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达产年成本 

卫星折旧 12,321.06 

在轨保险 2,679.94 

人员工资 1,503.66 

卫星运营费用支出 1,172.71 

卫星应急调试成本 322.94 

合计 18,000.31 

注：达产后的在轨保险按照年限平均法计算。 

（3）利润测算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达产年利润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达产年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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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达产年利润 

卫星运营总收入 36,012.48 

卫星运营总成本 18,000.31 

营业利润 18,012.17 

利润总额 18,012.17 

企业所得税 3,782.56 

城市商业税金 1,215.82 

政府失业保障附加税 264.78 

净利润 12,749.01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为 36,012.48 万元，年净利润

为 12,749.01 万元。 

（三）项目备案及其他相关手续进展情况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已于 2017 年 2 月 7 日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尼加拉瓜尼星一号卫星项目核准的批

复》（发改外资【2017】260 号）的核准同意，批复自印发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重庆信威需重新申请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

案并报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四）风险因素提示 

1、卫星运营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基于 SCDMA 和 McWiLL 技术的宽带无线通信系统、核心

网、终端、通信网监测维护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和技术授权，产品主要应用领域

为海外公网，行业信息化专网和国防军工等领域。虽然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在技

术、业务、市场等各方面存在互补融合的特性，但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在技术特

点、客户群体、运营方式等方面具有差异，卫星的设计、制造、发射、运营具有

高技术含量、高风险的特点。公司自 2010 年制定了“空天信息网络”战略以来，

在卫星通信技术、频率轨道资源、卫星运营团队、卫星试商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空天通信公司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卫星运营团队，首席执行官（CEO）

及首席技术官（CTO）拥有 30 多年的卫星产业经验，并与拉丁美洲最大的卫星

运营商 Embratel-Star One 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尼星一号卫星项目”是公

司组织建设并运营的第一颗对地静止卫星，公司有可能因为卫星产业运营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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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面临“尼星一号卫星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2、卫星故障或失联的风险 

由于卫星在宇宙空间运行，其在轨交付后基本无法维修。虽然公司将为“尼

星一号”投保卫星发射前保险、发射保险和在轨运行保险，能够为卫星风险提供

较大保障，但如果卫星发生故障或失联，卫星保险可能不会覆盖公司的全部损失，

也可能会影响“尼星一号”的运营服务，造成一定的客户流失，从而影响卫星运

营的业绩。 

3、国别风险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运营所覆盖地区的少数国家如果出现政治、经济的动

荡，将造成需求和支付能力的下降，给公司卫星运营业务造成损失。 

尼加拉瓜与中国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规避该风险，公司通过在卢森堡成

立空天通信公司进行海外卫星运营市场的开拓，卢森堡已同 146 个国家（包括尼

加拉瓜）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使得无外交关系的风险降到最低。 

4、汇率波动风险 

“尼星一号”未来的服务范围可能覆盖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太平洋、

加勒比海、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法属岛屿、英属岛屿，相关业务有可能以外币方

式结算。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人民币与主要外币的汇率是以市

场需求为基础的、统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结算货币、客户所在国

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将可能给公司的未来运营带来汇兑风险。 

5、项目变更风险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的变更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本项目的可

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做出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公司面临着市场需求变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如若市场情况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

或发行人不能有效开拓市场，项目仍旧面临无法按照项目预期建设期有效投入建

设的风险，因此可能会影响本项目的预期收益。且因“尼星一号卫星项目”投资

投资总额为 260,77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100,000 万元，剩余投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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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自筹，自筹资金规模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将会对项目建设进度产生影响，也

同时影响本项目的预期收益。 

四、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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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将部分募投项

目进行延期。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综合考虑了公司

目前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延长该项目期限，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行，有

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

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督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事项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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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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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

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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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另

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亦面临一定的风险因素，已做出相应的披露及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相关风险。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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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许琰婕               刘仁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