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为中源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家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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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中源家居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2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19.8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72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595.83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124.1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2 月 3 日出具天健验[2018]25 号《验

资报告》确认，并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截至 2019 年 2 月 25 日，公司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为 1,859.48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6,271.5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6,993.19 万元。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 2 月 25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额 
累计投入金额 



1 年产 53 万件沙发扩建项目 13,479.07  13,479.07  5,824.76 

2 
年产 86 万件家具及配套五金件扩

建项目 
13,349.34  13,349.34  - 

3 
中源家居研发设计培训中心建设

项目 
6,925.64  4,052.23 2,306.22 

4 新增年产 9.76 万件沙发技改项目 4,243.53  4,243.53  - 

合  计 37,997.58 35,124.17 8,130.98 

（三）本次拟变更项目名称及所涉及的金额 

本次拟变更项目名称及所涉及的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

额 

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额 

已投

入金

额 

拟变更募集

资金额 

拟变更募集资金额

占总募集资金净额

比例 

年产 86 万件家具

及配套五金件扩

建项目 

13,349.34  13,349.34  - 13,349.34  38.01% 

新增年产 9.76 万

件沙发技改项目 
4,243.53  4,243.53  - 4,243.53  12.08% 

合计 17,592.87 17,592.87 - 17,592.87 50.09% 

截至目前，“年产 86 万件家具及配套五金件扩建项目”和“新增年产 9.76

万件沙发技改项目”项目尚未投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7,592.87 万元及其利

息、理财收益所形成的全部金额变更用途用于新募投项目。 

（四）新项目名称与拟投入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公司拟投资中源家居未来工厂产业园一期项

目，该项目合计投资金额约为 35,454.6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额 
项目实施主体 

中源家居未来工厂产业园一

期项目 
35,454.64 [注] 

浙江泽川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 



[注]：中源家居拟以终止的“年产 86 万件家具及配套五金件扩建项目”和“新增年产 9.76

万件沙发技改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7,592.87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理财收入所形成的

全部金额投入本项目，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 

上述议案已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出席董事会的全体董事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意见。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详见上述“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之“（三）本次拟变更项目

名称及所涉及的金额”部分。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资金投入的原因 

在公司申请 IPO 的过程中，因受限于募投项目用地的情况，原本规划的“年

产 86 万件家具及配套五金件扩建项目”和“新增年产 9.76 万件沙发技改项目”

建设地点分别位于上墅乡上墅村以及塘浦工业园区，导致项目若仍按原计划进行

投入，不能发挥企业集约化、规模化的优势，同时不便于生产经营管理。 

目前，根据公司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以及地方政府产业园区的调整，公司拟

在安吉县绿色家居产业园康山园区新建扩产项目（中源家居未来工厂产业园一期

项目），一方面提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方便公司整体的运营管理，

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市场行情、公司生产经营效率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调整等各个层面，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经过

对该项目审慎研究与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年产 86 万件家具及配套五金件扩

建项目”和“新增年产 9.76 万件沙发技改项目”。 

公司拟将上述终止的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7,592.87 万元及其利息

收入、理财收入所形成的全部金额变更用途用于新募投项目（中源家居未来工厂

产业园一期项目），新募投项目的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中源家居未来工厂产业园一期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浙江泽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安吉县绿色家居产业园康山园区 

4、项目建设内容：沙发产品与板式家具产品的智能工厂建设，包括生产厂

房、宿舍等配套设施建设。 

5、项目建设期及效益测算：项目建设期约为 24 个月，本项目总投资为

35,454.6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3,569.99 万元，基本预备费 1,007.10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 877.55 万元。经预测分析，项目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101,752.00 万

元，利润总额 12,971.62 万元，净利润为 11,025.88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 19.61%，

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2 年）6.63 年。 

6、计划投资总额和资金来源：计划总投资 35,454.64 万元，其中拟以终止的

“年产 86 万件家具及配套五金件扩建项目”和“新增年产 9.76 万件沙发技改项

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7,592.87 万元及其利息收入、理财收入所形成的全部

金额投入本项目，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四、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中国家具行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众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实力薄弱的中

小型企业，对设计研发投入少，在技术、设计、包装，甚至在终端陈列、导购、

推广等方面模仿他人，导致了行业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家具企业又面临着提

高家具产品档次和附加值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家具行业的产业升级，企业之间

的竞争已经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逐渐升级到品牌、网络、质量、服务、管理等的

综合能力竞争。在此市场背景下，行业内有可能会出现更激烈的竞争局面，如果

公司不能及时适应市场变化，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可能面临失去订单或客

户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2、人力资源风险 

优秀的设计人才、营销人才和管理人才等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经过多年

的快速发展，公司已培养了一支具有丰富行业经验、高度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但

是，由于行业内优秀设计人才、营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紧缺，随着市场竞争的

加剧，公司可能出现人才流失等，从而对公司核心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3、管理风险 

公司具备比较完善和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根据积累的管理经验制订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随着本项目的实施，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将进一步

扩大，在资源整合、人员管理等内部管理方面将面临更高的要求，对各部门工作

的协调性、严密性和连续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

设计人员、销售人才的引进及培养、管理架构、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方式等无法

适应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张，将会产生管理上的风险，阻碍公司的经营和未来可持

续发展。 

4、财务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进而需要公司投入更

多资金，以对企业的快速增长提供资金支撑。一旦资金供应不畅，将直接影响到

企业的发展，甚至给企业带来危机。另外，项目实施后，公司净资产值将大幅增

长。由于项目的建设与达产需要一定周期，项目产生的效益难以在短期内与净资

产的增长幅度匹配，因此该项目可能会使公司在短期因净资产快速增加而导致净

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五、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认

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和资料，就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程序合法、合规，相关事项尚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中源家居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意见，且公司将就此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履行程序完

备、合规；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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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3、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源家居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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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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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