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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索菲亚”）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 “信息系

统升级改造项目” 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索菲亚家居（廊坊）有限公司（“廊坊索

菲亚”）实施的 5000万元项目终止，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投入至公司全资子

公司索菲亚家居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索菲亚”）实施的“华中生产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 截止至 2018年 3月 31日，廊坊索菲亚实际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为 522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为 4,540.37万元（含利息），本次变更用

途的募集资金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约为 4.1276%。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详情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78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20,735,155 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53.0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99,999,972.7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8,768,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1,231,972.75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569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公司拟以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下述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万元） 

1 

索菲亚家居数字化生态

系统（互联网+）平台升

级项目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2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3 
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

级项目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9,000 9,000 

索菲亚家居（浙江）有限公司 7,500 7,500 

索菲亚家居（廊坊）有限公司 5,000 5,000 

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 3,500 3,500 

4 
华中生产基地（一期）

建设项目 
索菲亚家居湖北有限公司 70,000 40,000 

合计 140,000 110,000 

2.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万元） 

1 索菲亚家居数字化生态系统（互联网+）平台升级项目       4,580.90  

2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1,292.27  

3 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       7,189.98  

4 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28,713.36  

合计 41,776.51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 

本次变更实施用途的项目为索菲亚家居（廊坊）有限公司（ “廊坊索菲亚”）

实施的“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涉及项目投资额 5,000 万元（公司已

以注册资本金的方式向廊坊索菲亚投入了上述募投资金）。该项目计划建设周期

为 4年，预计达到效益如下： 

本项目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创新生产模式，实现生产基地的智能化升

级。项目实施后将为公司带来以下经济效益： 

（1）通过对生产基地进行智能化升级，公司定制家居产品生产过程的自动

化水平大幅提高，柔性化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交货周期大幅缩短，满足公司快

速增长的订单需求； 



（2）通过对生产基地进行智能化升级，降低对家居生产制造中对人工需求

的依赖，提高加工精准度，降低废料率，从而降低整体运营成本。 

（二）实际投资情况 

截止至 2018年 3月 31日，廊坊索菲亚实际已累计投入金额为 522万元。 

考虑到廊坊索菲亚当地市场及环境政策的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能有效

投入实施。截至目前，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具体变更方案 

本次调整前，“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的实施方分别为索菲亚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全资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浙江）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居（廊

坊）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实施；其中索菲亚家居（廊坊）有

限公司承诺投入金额为 5,000 万元，截止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尚余 4,540.37

万元（含利息）。 

调整后，“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实施方变更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他全资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浙江）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居湖北有限

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中由廊

坊索菲亚实施的项目终止，结余 4,540.37 万元（含利息）将变更用途，投向由

索菲亚家居湖北有限公司实施的“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本议案得到批准后，廊坊索菲亚将进行减资工作，注册资本由原 2.5亿元减

少至 2.05亿元。索菲亚再行将上述结余 4,540.37万元（含利息）以增加注册资

本金的方式注入湖北索菲亚，并连同湖北索菲亚签订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变更后的“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如下： 

项目 原实施方案 变更后的方案 

实施主体 索菲亚家居湖北有限公司（“湖北索菲亚”） 维持不变 

项目用地 湖北索菲亚已竞拍获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维持不变 

投资计划 项目计划总投资 7.00 亿元，其中基础工程建设

投资约 2.80 亿元，设备投资约 2.70 亿元，信

息系统投资约 0.50 亿元，流动资金约 1.00 亿

元。 

项目计划总投资 7.45 亿

元，其中基础工程建设投资

约 2.80亿元，设备投资约

2.95 亿元，信息系统投资



项目 原实施方案 变更后的方案 

约 0.70亿元，流动资金约

1.00 亿元。 

资金来源 公司计划使用自筹资金对项目投资 3.00亿元，

剩余 4.00亿元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等融资方

式筹集。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

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

进度的实际情况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公司自筹资金。 

除左述金额以外，“生产基

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中

由廊坊索菲亚实施的项目

终止，结余 4,540.37万元

（含利息）将变更用途，投

向由索菲亚家居湖北有限

公司实施的“华中生产基地

（一期）建设项目”。 

 

（四）项目可行性分析 

2013 年，公司根据对未来定制家居及配套产品市场的研判，提出了由定制

衣柜向定制家的战略转型。战略转型使公司业务发展获得了更强的推动力，也对

公司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做好产能储备工作，并调整优化公司的

产品生产分布，经董事会审议通过，2014 年 5 月公司在湖北省黄冈市成立索菲

亚家居（湖北）有限公司，实施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截至目前，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已经取得项目用地，并且完成了

部分厂房、宿舍、办公楼等房屋建筑物的建设，购置了柔性生产线、立体仓库。

湖北索菲亚集制造基地、展示基地、培训基地为一体，是索菲亚下属最大的制造

基地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17 年度湖北索菲亚实现营业收入 9.79亿元，净利

润约 1.50 亿元。考虑到廊坊索菲亚占地面积、周边地区环保政策影响以及湖北

索菲亚所余厂房所需的建设投入需求比廊坊索菲亚更大，为此公司董事会决定终

止廊坊索菲亚实施的“生产基地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将结余募集资金投向湖

北索菲亚，实施“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增加对“华中生产基地（一

期）建设项目”的投入，更加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上述项目已在黄冈当地办理

了投资项目备案证及环评报告。 



（五）湖北索菲亚实施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湖北索菲亚实施项目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创新生产模式，实现生产基

地的智能化升级。项目实施完成后，湖北索菲亚将与公司其他各生产基地相互配

合形成智能化生产的有机整体，完善公司的产能布局。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谭跃先生、谢康先生以及郑敏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事项已得到我们的事先认可；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已经董事会同意，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批准。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前后的实施对象均为上

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

事项涉及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保荐代表人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符合相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文件要求并履行了必要审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宜，变更前后的实施对象均为上市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并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索菲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核查意见。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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