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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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联网络”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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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
及延期的事项，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 159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
证上[2017]176 号）同意，亿联网络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
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1,867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67 元/股，募集资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165,546.89 万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后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58,954.7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出具致同验字[2017]第 350ZA001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并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管理专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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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0,694.09 万元，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60,136.97 万元，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
1,136.97 万元，同时持有未到期保本理财 59,000.00 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0 年 1-6 月，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 22,029.16 万元，
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共 850.31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38,958.12 万元，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
额 1,458.12 万元，同时持有未到期保本理财 37,500.00 万元。
二、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考虑到当前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本次公司
拟变更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自建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机
房变更为向第三方专业机房与服务器服务商租赁 IAAS 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的模式；同时，将因项目实施方式变更而减少的相关
服务器投资额调增至项目研发费用；此外，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39 亿元，其中原计划自建 IDC
机房相关的投资额包括 IM 通信服务器投资、VMR 虚拟会议室通信服务器投资、
项目场地装修费用，合计为 2.1 亿元；原计划的项目研发费用为 7,020 万元；预
定可使用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项目已累计投入
10,397.10 万元，投入进度比为 23.68%。
（二）变更及延期后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后，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仍为 4.39 亿元，
其中相关服务器投资额调减至 8,000 万元，项目研发费用调增至 2 亿元，其他明
细项不变；预定可使用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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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项
实施方式

调整前

调整后

自建 IDC 机房

向第三方服务商采购 IAAS 租赁服务

预定可使用日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服务器投资额

21,070 万元

8,000 万元

项目研发费用

7,020 万元

20,090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明细

调整前金额

本次增/减

调整后金额

IM 通信服务器投资
VMR 虚拟会议室通信服务器投资

21,070

-13,070

8,000

7,020

13,070

20,090

15,818

/

15,818

43,908

/

43,908

项目场地装修费用
项目研发费用
项目营销推广费用
项目办公硬件及软件投资
项目基本预备费
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项目总投资

（三）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原因
1、项目实施方式变更的原因
近年来，国内主要的互联网公司以及云计算厂商纷纷自建数据中心，为客户
提供云计算服务。由于数据中心资金投入较大、建设周期较长，数据中心的建设
具有较高的行业及资金壁垒。而数据中心租赁模式凭借机柜交付周期更短、资源
采购更加灵活可控的优势，价格逐年降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首选的模式。
根据科智咨询（中国 IDC 圈研究中心）出具的《2019-2020 年中国 IDC 产业发展
研究报告》，2019 年中国 IDC 业务市场规模达到 1,562.5 亿元，其中主机托管/
租赁业务占比达 40%。
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于 2016 年 8 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公司认为自建 IDC
机房是主流的实施方式，因此拟投资购买并安装服务器、网络带宽、机柜、交换
机、网络配置、软件等基础软硬件设备。但随着国内云计算服务市场逐步成熟，
IAAS 租赁服务市场迅猛发展，企业逐渐由自建 IDC 到租赁转变。和传统自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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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同，IAAS 作为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资源，即把服务器的基础资源作为一
种服务形式，通过互联网提供给用户租赁获取。原自建方式需要购买大量服务器、
网络带宽等，现在可以通过 IAAS 服务商租赁虚拟机，而且这些虚拟机所需要的
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是可以随时按需调配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同时，一般的 IAAS 厂商会比单个企业在服务器建设规模上更大，在资源管理方
面也会更加专业，无论是服务质量还是投入成本都比企业自建更加优化。
因此，公司决定变更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减少自建 IDC
机房购置服务器、装修场地等投入，以向第三方服务商采购 IAAS 租赁服务代替，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项目投入明细调整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上述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使得本项目在建设期内与服务器相
关的投入方式有变，由原计划的自建即固定资产投入的方式变为每年支付一定租
赁费用的投入方式，故投入周期延长，在建设期内租赁费用整体投入较原计划低，
相关投资额存在结余。
另一方面，将上述结余投资额调增至研发费用主要基于如下三点原因：
第一，自 2017 年以来统一通信行业一直处在快速发展和变化的阶段，云通
信运营平台除了需要综合考虑容量、稳定性、数据安全性、及其他对通讯质量影
响较大的相关指标等基础性能外，还增加了大量针对不同办公群体、不同行业的
协作功能、AI 的嵌入应用、与企业通信系统协同等。云通信运营平台已发展成
了比原来功能更强大的综合性办公平台，整体产品形态变得更加复杂，研发工作
量高于前期预估。
第二，本项目原计划以国内为主要目标市场，但囿于国内企业市场整体规模
有限，而国外市场发展更快，且公司在国外市场具有较好的经验积累，故根据公
司的业务发展规划，将目标市场拓展到了全球，因此对云通信运营平台系统产品
的深度、广度及技术复杂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也需要更大力度的研发
投入。
第三，近几年行业内对高端技术人才抢夺竞争激烈，相应人员薪酬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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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计划的项目研发费用已不足以支持后续的研发投入。
伴随着云通信市场的高速发展，行业技术迭代日益加快，公司亟须引进高端
技术人才、利用创新性技术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以迎合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因此，公司决定将因项目实施方式变更而减少的相关服务
器投资额调增至项目研发费用，以满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研发投入需求，保证项
目的顺利实施。
3、项目实施周期延期的原因
经过近两年的项目实施，“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已取得了一定的业务
成果。2020 年上半年，公司发布了新一代音视频融合通信解决方案 UME、亿联
云视讯 3.0 版本及与其搭配使用的第三代视讯终端 MeetingEye 系列产品。
但由于项目前期基础研究工作量较大，且如前所述，相关产品的定义和形态
也较规划初期有一定的变化，导致研发工作量高于前期预估；同时，人才市场竞
争激烈，相关研发人员到位时间较晚，项目进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之，受
今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基于该项目的相关产品在海外推广进度也有所放缓，
故项目总体进展尚未达到公司预期。
目前项目基础研究工作已完成，人才储备及设备已基本到位，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项目的达产效果，结合项目当前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决
定，拟将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实施周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次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云通信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及延期未改变项目实
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改变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变更项目实施方式，是公司根据行业环境变化、业务发展需要及项目具
体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而延长项目实施
周期更好地保证项目达产效果。经本次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后的云通信运营平台
建设项目仍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对公司未来的长远发
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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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事项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的
议案》。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就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延期是公司根据当前市场
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本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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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延期的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项目实施方式及延期，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审议的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核和监
督，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此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
期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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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符合公司实际运营的需要，有利于
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及延期的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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