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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550,0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及相
关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1

ARCFOX 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

2

5G 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

3
4

拟投入募集资金

420,324.44

262,825.84

36,757.00

35,613.21

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

117,424.60

86,560.95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0

165,000.00

739,506.04

550,000.00

合计

以上项目均已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项目投资计划是对拟投资项目的大体安排，实施
过程中可能将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
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
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ARCFOX 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20,324.44 万元，具体内容包括三款 ARCFOX 品牌高端电动车型开发、
数据中台建设及应用项目及 ARCFOX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
其中，ARCFOX 品牌高端电动车型开发项目包括：（1）定位于中高端 A 级纯电动 SUV
N50AB 车型开发；（2）定位于高端 A+级纯电动 SUV N60AB 系列车型开发；（3）定位于
高端 A+级纯电动溜背式跨界车 N61AB 系列车型开发。
数据中台建设及应用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数据中台建设和数据建模及运营。数据中台建
设包括用户触点及内容管理功能开发、IT 系统建设（含 CMS/多媒体互动中心/APP 等）、数
据采集及处理；数据建模及运营包括数据标签化建设、业务数字化运营、算法模型及智能化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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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FOX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按照 ARCFOX 品牌整体发展规划，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建设 4 家大型直营体验店，4 家小型直营体验店，同时在天津、重庆、成都、杭
州、镇江、苏州各建设一家小型直营体验店，基本覆盖主要目标市场。为加大经销商渠道建
设力度，至 2022 年公司拟累计为 75 家经销商的 75 套魔方店在品牌展示、销售线索导流、粉
丝运营等方面提供支持。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ARCFOX 品牌高端电动车型开发项目
① 布局高端电动车型，抢占高端市场
北汽新能源自成立以来，一直实施单品牌战略，且现阶段整车产品以性价比车型为主，
缺乏面向新能源高端市场的产品种类。近两年随着新能源补贴退坡，新能源造车新势力不断
冲击市场，推出新品牌新产品，传统知名汽车主机厂新能源化步伐加速，以及特斯拉强势进
军国内市场，推动新能源市场与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为应对以上挑战，北汽新能
源及时转型，推出 ARCFOX 高端品牌，打造 ARCFOX 品牌首款 A+级 SUV、A+级纯电动溜
背式跨界车、A 级中高端 SUV，以未来科技、精致设计、舒适空间、卓越品质为卖点，承担
着品牌向上、战略向上、产品向上的使命责任，与合资品牌及自主高端品牌车型竞争，抢占
细分市场，树立品牌形象。
②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现有车型的自动驾驶升级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加强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投入，积累自动驾驶软硬件核心技
术。公司将通过迭代升级、技术共享，实现现有车型自动驾驶水平的整体突破。自动驾驶技
术的导入，将大幅度提升现有车型的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
（2）数据中台建设及应用项目
① 助力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汽车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正不断
走向深入，成为企业发展趋势。业务的变化快速反馈在数据上，基于客观数据，公司能够迅
速感知并做出反应，随着数据与业务场景的不断交融，业务场景将逐步实现通过数据自动运
转和自动优化。通过建设数据中台及应用，打通各平台积累的数据，实现业务反馈数据，数
据指导业务，有力推动公司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阶段。
② 数据中台建设为经营决策、精细化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在当前的销售系统中，与用户接触的各种信息系统大多是独立建设或运营的，品牌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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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广、订单交易、售后服务各自的数据割裂，无法做到信息的互联互通，导致企业内部
形成多个数据孤岛。分散在各个孤岛的数据无法很好地支撑企业的经营决策，也无法很好地
应对快速变化的前端业务。
数据中台建设及应用，通过建立一套有效机制，整合分散在各个孤岛上的数据，快速形
成数据服务能力，为企业经营决策、精细化运营提供支撑。
（3）ARCFOX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①配合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形成线上线下全面融合的渠道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互联网日渐成为公众了解社会、获取信息和交流
沟通的重要渠道。互联网对客户需求、消费行为和态度的改变，成为影响汽车销量的重要因
素，线上数字化营销与线下直营店结合有利于增强用户参与度和品牌认同感，同时降低整车
企业获取客户成本。
②通过与终端客户的直接接触，加深对客户诉求的理解，将客户诉求快速反馈到设计和
生产端
在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浪潮下，用户对汽车的需求与购车的
方式发生了转变，汽车企业全方位做好设计和生产者、销售和服务者多重角色，满足购车者
期望，将成为汽车市场成功的关键。传统销售模式仅通过经销商在销售端与客户建立联系，
无法将客户诉求快速反馈到车企的设计端与生产端，当前形势下，将导致公司落后于竞争对
手。同步推进直营体验店与加盟经销店双模式营销策略，可以在保证销售覆盖面情况下，通
过直营店建立公司与客户之间的直接联系，打通消费者与汽车企业之间壁垒。
③提升品牌价值，扩展增值服务
建设直营体验店，统一用户服务标准、直接获得用户反馈，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同时
减少多重销售中间环节，使企业获取更多销售利润。国际知名车企纷纷推行直营模式，成立
用户体验中心，宣传品牌文化并扩展品牌周边产品，获取增值利润。ARCFOX 作为新品牌，
建设直营体验店，有利于快速提升品牌影响力，建立品牌价值。
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ARCFOX 品牌高端电动车型开发项目
① 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备受国家政策扶持。2015 年国务院发布《中
国制造 2025》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145 万辆以上，其中自主
品牌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 100 万辆，在国内市场占 70%以上。此外，为应对全球性资源短
缺及气候变暖问题，中国发布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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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升级。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支持下，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体来看，我国新能源市场空间广阔。
② 公司具有研发平台优势及新能源研发技术基础
本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先行的理念，是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本公司实现了连续 7 年纯电动车销量第一，研发水平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为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③ 公司具有先进智能制造工厂，打造高端制造体系
北汽蓝谷镇江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是由北汽新能源、麦格纳与镇江市共同打造、高水平共
享的智能工厂，具备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满足高端车型的品质要求。
④ 与世界一流供应商合作，打造 ARCFOX 品牌中高端供应体系
与世界一流供应商合作，结合公司新能源体系内供应链资源和麦格纳供应链资源，加快
先进技术供应商资源储备和应用，打造 ARCFOX 品牌中高端供应体系平台。
（2）数据中台建设及应用项目
数据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在数据的基础上对品牌目标消费群体确定清晰画像，是有效进
行营销推广活动的基础。此外，通过对接第三方工具，对收集和积累的受众数据进行深度分
析和挖掘，还能在更高的决策层面起到指导作用，为促销活动、产品及定价等提供决策优化
支持。所以企业利用好自己第一方的、直接与客户关联的数据，是企业营销活动的根本所
在。
公司重视数字化转型，通过多年积累和实践，北汽新能源营销体系已经拥有成熟的
CMS（客户关系管理系统）、DMS（数据管理系统）等，具备成熟的数字化系统建设和运营
经验，为本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数据中台把数据变为一种服务能力，既能提升管理、决策水平，又能直接支撑企业
业务。数据中台建设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比较普遍，主要互联网公司都已经建设了成熟的数据
中台体系，在汽车行业，多家车企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取得成效。
（3）ARCFOX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① ARCFOX 作为新品牌，具有模式创新优势
新势力汽车企业较多采用直营店模式，相比传统的加盟经销店，直营体验店模式能更好
的改善用户体验，通过面对面服务用户，建立区别于传统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ARCFOX 作
为新创电动车品牌，具有模式创新的天然优势，建设直营体验店，依托数字中台建设与应用，
建立数字化营销体系，可以快速打通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提升直营店销售与服务能力。同时
保留传统经销商加盟模式，为经销商提供配套魔方店建设支持，协助品牌展示、销售线索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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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粉丝运营等服务，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② 公司拥有大量营销网络建设经验与储备人才
公司子公司北汽新能源通过多年发展，积累大量营销网络建设经验，培养了大批营销业
务人才，ARCFOX 品牌依托北汽新能源，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支持来开展品牌直营店建
设。同时，ARCFOX 建设团队本身具有一支既精通传统渠道模式，又熟悉新模式的队伍，
为实施直营店建设和管理提供了保障。
5、项目投资概算
（1）ARCFOX 品牌高端电动车型开发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388,224.4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1

造型设计、对标和工程开发

2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比例

153,218.84

86,465.26

34.17%

整车和零部件试验验证

19,145.47

16,069.25

6.35%

3

零部件模、夹、检、工装费

69,378.71

44,543.79

17.61%

4

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工艺

63,471.59

52,518.25

20.76%

其他费用

83,009.83

53,411.94

21.11%

54,377.26

28,856.50

11.41%

388,224.44

253,008.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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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程样车
合计

注：其他费用中除工程样车还包含认证费用、物流费、生产导入工艺验证费、同步工程开发费、差旅
费、运营费等费用，下同。

（2）数据中台建设及应用项目的总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12,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比例

1

用户平台建设

2,200.00

1,817.36

23.55%

2

数据中台（CDP）建设

3,200.00

3,200.00

41.46%

3

业务中台建设

1,700.00

1,700.00

22.03%

4

智能运营

3,900.00

-

-

5

IT基础设施建设

1,000.00

1,000.00

12.96%

合计

12,000.00

7,717.36

100%

（3）ARCFOX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总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20,1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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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比例

直营体验店
1

基础装修、家具工程

2

充电桩、智能设备、展厅数字化设备

3

租金
小计

1,868.00

1,868.00

88.95%

232.00

232.00

11.05%

14,250.00

-

-

16,350.00

2,100.00

100%

3,750.00

-

-

20,100.00

2,100.00

100%

魔方店
1

魔方店
合计

6、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公司正在推进项目备案手续办理；本项目为研发项目，无需履行环评审批手续；本项目
未新增项目用地，不涉及用地审批。
（二）5G 智能网联系统提升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36,757.00 万元，为车型产品开发项目。本项目基于 ARCFOX 品牌
N61AB 车型，以极致性能和智能科技为产品核心概念，采用 5G 和智能网联的先进技术，开
发具备 L3-L4 级的自动驾驶功能、极致体验座舱交互、丰富内容生态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型（开
发代码 N61AB-C01）。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我国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政策法规标准不断完善
我国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中国制造 2025》将智能网联汽车列入十大重点发展
领域之一。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2020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 11 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智能汽车创新发
展战略》指出，智能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我国拥有智能汽车发展的战
略优势。
2018 年 4 月，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部联合颁布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
行）》，是我国中央政府出台的第一个规范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的法规文件。各个城市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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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智能网联汽车上路测试的有关政策法规，上海、重庆、北京-河北、浙江、吉林长春、湖
北武汉、江苏无锡等地已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积极推动半封闭、开放道路的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验证。
公司适时开发智能网联车型产品，布局高端市场，有利于更好应对市场竞争。
（2）承接品牌向上的使命，打造高端车型，巩固 ARCFOX 新品牌影响力
N61AB-C01 车型定位为 N61AB 基础上打造的定制版车型，以极致性能和智能科技为产
品核心理念，对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系统及车载交互系统及芯片等进行升级改造，开发技术
领先、有市场竞争力的车型产品，巩固 ARCFOX 品牌形象、市场地位及影响力。
（3）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现有车型的自动驾驶系统全面升级
本项目充分运用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智能驾驶感知系统、高精
地图、高算力芯片、智能车云服务等高精度自动驾驶硬件，开发点到点自动驾驶、代客泊车
等高级别自动驾驶等先进功能，并通过迭代升级、技术共享等手段，提升整体产品的智能化
水平。
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详见“
（一）ARCFOX 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之“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内容。
（2）具备优秀的整车研发能力及完备的研发体系
公司借鉴汽车行业优秀的开发管理经验，自主建立了针对新能源整车的开发流程（EVDP），
对整车开发过程中的开发阶段、各个节点、节点交付、组织架构、职责分工、会议机制等进
行明确定义。从市场定位、项目启动、概念开发、量产开发、生产准备、试生产到量产的各
个关键节点制定里程碑以及各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将 EVDP 的流程和 V 字形开发模式有效
的结合，使工程开发从整车到零部件、试验验证从零部件到整车得到有效的控制，确保开发
的进度、质量、成本目标的达成。
（3）公司具有先进智能制造工厂，打造高端制造体系
北汽蓝谷镇江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是由北汽新能源、麦格纳与镇江市共同打造、高水平共
享的智能工厂，具备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满足高端车型的品质要求。
（4）布局开发面向下一代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技术
北汽新能源已布局开发面向下一代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技术，涵盖技术研发、产品创新、
智能化转型，涉及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信息安全等；探讨用户、生态和产业链融
合，提升公司智能网联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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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36,757.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1

造型设计、对标和工程开发

2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比例

19,774.00

19,627.87

55.11%

整车和零部件试验验证

1,074.00

1,054.78

2.96%

3

零部件模、夹、检、工装费

6,606.00

6,341.99

17.81%

4

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工艺

2,276.00

2,276.00

6.39%

其他费用

7,027.00

6,312.59

17.72%

3,327.00

3,234.53

9.08%

36,757.00

35,613.21

100%

5

其中：工程样车
合计

注：其他费用中除工程样车还包含认证费用、物流费、生产导入工艺验证费、同步工程开发费、差旅
费、运营费等费用，下同。

6、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本车型项目为研发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公司正在推进项目备案手续办理；本项目为研发项目，无需履行环评审批手续；本项目
未新增项目用地，不涉及用地审批。
（三）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17,424.60 万元，旨在发展与布局换电板块业务，具体内容包括开发
兼容换电模式旗舰车型与建设高端智能换电站等配套设施，丰富公司车型产品线的同时为市
场提更多能源补给方案，提升公司整车销量。
本项目拟开发的兼容换电模式的高端旗舰（B 级）纯电动车型（开发代码 C71KB），定
位于中高端产品，该车型可实现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模块化快速换电。公司拟在全国范围内
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广换电站建设，其中，公司本次计划投放自营换电站 82 座，目标市场为
山东、河北、海南等省份，公司通过本次投放的自营换电站将与合作伙伴投资建设的换电网
点共同服务市场客户。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完善北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升级，契合新基建大势所趋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鼓励加快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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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融合发展，促进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高效协
同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完善动力电池回收；梯级利用和再资源化的循环利用体系。
2020 年 4 月，
《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支持“车电分离”等新
型商业模式发展。新能源乘用车补贴前售价须在 30 万元以下（含 30 万元），为鼓励“换电”
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换电模式”车辆不受此规定。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响应市场与国家政策，加强换电产业布局，扩充具备换电功能
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北汽新能源销量与品牌提升。
（2）充、换结合，配套新能源汽车发展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与能源补给之间矛盾越发突出：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践行国家战略，
出租车、物流车、网约车、分时租赁车辆逐渐大批量更换为新能源车辆；另一方面充电网络
布局不均，城市中心、三四线小城市等地方充电便利性差，电网功率提升进度慢，不能满足
充电需求。
能源补给配套设施不足反之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业内企业竞相开发换电技术，
推动充、换结合的解决方案，知名整车企业纷纷推出换电车型，配套换电设施，传统能源公
司也开始布局换电市场，缓解能源补给供求矛盾。
公司已有多款换电车型投放市场，与合作伙伴在多个城市建设换电站，进一步加强推广
与布局换电市场，可以扩大先发优势，进一步占领市场。
（3）补充北汽新能源 B 级轿车产品空白，提升品牌形象
结合公司中长期规划，拟在 2022 年前后推出一款有竞争力的纯电动平台 B 级轿车产品，
提升品牌形象，以阶梯式产品布局逐步向高端市场迈进，使中高端产品销量提升，实现由规
模向上、品质向上、品牌向上三个阶段的布局战略。
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产业政策支持换电模式
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布三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加快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三部委发布《推动重点消费
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发改产业【2019】967 号）
，推
广新能源汽车电池租赁等车电分离消费方式，降低购车成本；鼓励企业研制充换电结合、电
池配置灵活；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能源局四部委联合发布《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
能力行动计划》（发改能源【2018】1698 号）。
（2）换电市场前景广阔
换电市场推广的“车电分离”销售模式，对运营客户可以降低车辆拥有方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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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购买新能源车的意愿，同时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因为“蓝天保卫战”而形成的环保和财政
压力；对个人客户可以降低一次性车辆购置成本，还可以避免电池衰减带来的二手车残值低
问题。换电模式使市场各方均可受益，在不依靠财政补贴的情况下，换电模式具备大规模推
广可行性。
（3）车型研发项目具备良好的建设条件
C71KB 将在北京高端智能生态工厂投产，本项目可充分利用智能生态工厂设施及自身研
发能力，增加模具夹具及研究开发投入，进行新能源轿车的开发和试制，满足高端车型的品
质要求。
5、项目投资概算
（1）高端换电车型开发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89,704.6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1

造型设计、对标和工程开发

2

整车和零部件试验验证

3
4
5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比例

28,868.00

26,857.62

31.03%

7,366.00

7,355.54

8.50%

零部件模、夹、检、工装费

15,246.00

15,246.00

17.61%

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工艺

15,994.00

15,994.00

18.48%

其他费用

22,230.60

21,107.78

24.38%

16,400.00

15,831.34

18.29%

89,704.60

86,560.95

100%

其中：工程样车
合计

注：其他费用中除工程样车还包含认证费用、物流费、生产导入工艺验证费、同步工程开发费、差旅
费、运营费等费用，下同。

（2）高端换电站建设项目
本项目计划在 5 个省份先期投放 82 座高端换电站，主要投资为换电站设备购置以及建设
时所需的安装与电力改造费等，项目总投资 27,720.00 万元，后续公司将连同合作伙伴，根据
市场与新款换电车型的推广，适时启动二期建设。
本项目投资的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1

换电站设备购置费

2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投资比例

21,320.00

-

-

土地租赁费

1,640.00

-

-

3

电力改造

4,100.00

-

-

4

不可预见费

660.00

-

-

27,720.00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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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高端换电车型开发项目为研发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高端智能换电站建设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00 年（含建设期 1 年），内部收益率
16.27%，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
公司正在推进项目备案手续办理；本项目为研发项目，无需履行环评审批手续；本项目
未新增项目用地，不涉及用地审批。
三、补充流动资金
（一）补充流动资金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65,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并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降低资产负债率，控制财务风险
公司的债务压力会给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带来了一定的负担。而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利
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
2、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流动资金占用规模逐年增加，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张，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采
购成本、人力成本等支出也相应增长，进一步增加了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综上，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有利于充实公司营运资金、提高抗风险能力，在保障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稳步发展、夯实公司资本实力的同时，能保障智能工厂和车型开发项目的顺利
实施，保持并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ARCFOX品牌高端车型开发及网络建设项目、5G智能网联系统
提升项目、换电业务系统开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
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也将进一步增
强公司产品竞争力和品牌美誉度，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营运资金更加充足，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偿债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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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符
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经审慎分析，董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符合公司的现实情况和战略需求，具有实施的必要性，投资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优化产品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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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之签章页）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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