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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信信建建投投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中中国国中中铁铁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分分拆拆所所属属子子公公司司 

中中铁铁高高铁铁电电气气装装备备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至至科科创创板板上上市市 

2021 年年持持续续督督导导核核查查意意见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中国中铁”）将

其所属子公司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铁电气”）分拆至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

“本次分拆”、“本次交易”），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

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分拆规则》”），对本次分拆后上市

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高铁电气是否发生对上市

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高铁电气是否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

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信息以及上市公司是否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等持续督导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一、、本本次次分分拆拆上上市市概概况况 

2020 年 4 月 29 日，中国中铁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至科创板上市预案>的议案》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2020 年 9 月 28 日，中

国中铁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2020 年 10 月 30 日，中国中铁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

司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

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中国中铁对上述事项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 

2020 年 12 月 21 日，高铁电气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铁高铁电气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受

理）[2020]300 号），2021 年 5 月 12 日，高铁电气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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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0 日，高铁电气于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二二、、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核核心心资资产产与与业业务务的的独独立立经经营营状状况况及及持持续续经经营营能能力力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之一，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套工程和

工业产品及相关服务。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工程设备与

零部件制造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延伸产业链条，扩展增值服务，开展了

房地产开发、物资贸易、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矿产资源开发及金融等相关多元业

务。高铁电气主营业务为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及轨外

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属于公司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造业务板块，高

铁电气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公司相应指标比例较小，2021 年公

司的核心资产与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中中国国中中铁铁 高高铁铁电电气气 

资资产产指指标标 2021 年年末末 比比上上年年增增减减（（%）） 2021 年年末末 
占占中中国国中中铁铁

比比例例 

资产总额 136,172,618.30 13.47 305,086.72 0.22% 

资产净额 35,834,258.30 14.42 149,295.87 0.42% 

业业务务分分类类 
2021 年年度度 
营营业业收收入入 

比比上上年年增增减减（（%）） 
2021 年年度度 
营营业业收收入入 

占占中中国国中中铁铁

比比例例 

基础设施建设 92,343,573.30 9.40 - - 

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 1,760,371.70 8.75 - - 

工程设备与零部件制

造 
2,383,090.30 3.28 141,501.22 5.94% 

房地产开发 5,024,877.80 1.92 - - 

其他 5,815,259.40 38.22 - - 

合合计计 107,327,172.50 10.11 141,501.22 0.13% 

高铁电气与公司之间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在财务、

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公司不存在占用、支配高铁电气的资产或

干预高铁电气并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本次

分拆上市后，公司及下属其他企业（除高铁电气外）继续集中发展除电气化铁路

和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装备之外的业务，公司经营独立性进一步增强。 

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0,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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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 10.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260.61 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 19.35%。分拆上市后，公司仍间接持有高

铁电气 28,218.9913 万股股份，占高铁电气总股本的 74.99%，公司仍是高铁电气

的间接控股股东，高铁电气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公司可继续从高铁电气的未来

业务增长中获益；同时，公司分拆上市后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提高了上市公

司整体融资效率，降低了整体资产负债率，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 

综上，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高铁电气上市后，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继续保持

独立经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及未来经营计划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三三、、分分拆拆上上市市后后对对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权权益益有有重重要要影影响响的的资资产产和和财财务务状状况况变变化化情情况况 

中国中铁分拆所属子公司高铁电气上市后没有发生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

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情况，中国中铁主要资产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主主要要财财务务数数据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主主要要会会计计数数据据 2021 年年 2020 年年 
本本期期比比上上年年同同期期 

增增减减（（%）） 

营业收入 107,041,745.20 97,140,488.90 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61,761.00 2,518,779.30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06,089.40 2,183,558.60 1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06,946.60 3,099,407.10 -5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527,085.60 25,534,483.00 7.80 

总资产 136,172,618.30 120,012,210.80 13.47 

（（二二））主主要要财财务务指指标标 

主主要要财财务务指指标标 2021 年年 2020 年年 
本本期期比比上上年年同同期期 
增增减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0.96 7.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0.96 7.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0.97 0.83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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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要要财财务务指指标标 2021 年年 2020 年年 
本本期期比比上上年年同同期期 
增增减减（（%）） 

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3 11.85 减少 0.2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2 10.17 增加 0.75 个百分点 

四四、、对对上上市市公公司司股股票票价价格格产产生生较较大大影影响响情情况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国中铁分拆所属子公司高铁电气上市后没有发

生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五五、、上上市市公公司司依依法法履履行行信信息息披披露露情情况况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分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

中国中铁 2021 年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

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并将相关文件内容

与对外披露信息进行了对比。中国中铁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

露活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信息披露文件，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六、、上上市市公公司司是是否否存存在在应应向向中中国国证证监监会会和和上上海海证证券券交交易易所所报报告告的的事事项项 

经核查，中国中铁在本次持续督导阶段中不存在按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七七、、结结论论性性意意见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中国中铁在分拆所属子公司高铁电气上市后持

续督导期间符合《分拆规则》的相关要求： 

（一）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在分拆后继续保持独立经营，上市公司经营

情况良好，主营业务及未来经营计划未发生重大变化，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良

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高铁电气没有发生对上市公司权

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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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高铁电气不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信息披露文件，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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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分拆

所属子公司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 2021 年持续督导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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