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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长虹美菱”）

于 2019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实施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智慧生活项目”

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理财利息等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等相关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96 号）核准，公司成功向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在内的七名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80,858,676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

发行价人民币 5.59 元。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16CDA40272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69,999,998.8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含税）29,267,276.08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540,732,722.76 元。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投入 

募集资金 

1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39,870.65 39,100 

1.1 其中：智能制造（合肥）项目 27,870.65 27,100 

1.2 
     年新增 60 万台中大容积环保节能冰柜智能生

产线建设项目 
12,000.00 12,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智能研发能力建设及智能家电技术新产品开发项目 55,900.00 55,900 

3 智慧生活项目 32,076.00 32,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 

合 计 157,846.65 157,000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智慧生活项目实际已使用募集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投

入额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余额

（含理财收益

及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使用

进度 

智慧生活项目 32,076.00 32,000.00 4,500.16 30,419.27 14.06% 

公司于 2019年 7月 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理财利

息等收益（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项目募集资金涉及的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

实施，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事项公司独

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拟终止实施的“智慧生活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智慧生活项目作为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一，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2,000 万元，占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0.38%。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下属子公司长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美科技”），其于 2016 年 4 月在四川省绵阳市成立，由公司与项目管理团队共同

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其中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4,812.80 万元（其中

使用募集资金 4,500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 312.8 万元），出资比例 96.256%，管

理团队以现金出资 187.20万元，出资比例 3.744%。 

智慧生活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线下平台建设和线上平台建设两大部分，项目

建设期 5 年，将在全国 7 个城市开展业务，项目总投资 32,076 万元，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 20,473 万元，软件投资 2,9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8,703 万元。经预

测，项目实施完成后，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175,179.39万元，税后利润 11,581.55

万元，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76年，内部收益率 29.34%。 

智慧生活项目尚在建设期内，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投入募集资金 4,500.16

万元（含手续费），投入进度为 14.06%，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27,499.84万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智慧生活项目”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情况如下表： 

资金用途 银行账号 

余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 
合计 

智慧生活项目 76670188000416855 274,998,400.00 3,668,461.71 25,525,803.94 304,192,665.65 

三、拟终止实施的“智慧生活项目”的实施进展和终止原因 

（一）“智慧生活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由于智慧生活属于公司的创新业务，项目实施载体长美科技自 2016年 4月

成立以来，业务拓展稳步推进，仅在绵阳、成都、合肥三个城市开展生鲜电商业

务，但生鲜电商业务资金消耗量大，随着业务的开展资金缺口持续增大、亏损逐

步加大。自成立以来，长美科技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6,249.67 万元，累计亏损

-4,206.98 万元。 

截至 2019年 6月底，长美科技总资产 1,173.87万元，总负债 380.85万元，

净资产 793.0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合计 869.43万元。 

（二）“智慧生活项目”终止的原因 

智慧生活系公司利用自身优势，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进入生鲜电商新兴领域，

寻找企业发展新路径的重要探索。目前，国内生鲜电商市场在经历了探索期、市

场启动期之后，现已进入了高速发展后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随着市场环境发

生变化，电商巨头纷纷加入生鲜电商市场，线下社区生鲜店也快速扩张，市场竞

争更加激烈。为保持经营灵活性，主流生鲜电商企业大多采用轻资产模式运营，

而长美科技现行的生鲜自提柜运营商业模式，本作为公司利用自身制冷设备制造

优势，寻找企业发展新路径的重要探索，但由于资产负担重、周转率低、运营维

护及物业成本高，已出现持续亏损。因此，智慧生活项目现有的商业模式已然不

适合现行生鲜电商市场的变化与发展。 

考虑到智慧生活项目是公司进入新领域的尝试，且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对该项目的相关投资决策十分谨慎，自项目运行以来，公司只在合肥、成都、

绵阳三地进行了试点。但是，由于生鲜电商市场的激烈竞争及商业模式的快速变

化，近年来，尽管公司采取各种方式加强营销，但市场销售及网点拓展情况远低

于预期目标，损益情况更是欠佳。 

经公司审慎研究后认为，原预计的智慧生活项目商业模式已不具备竞争力，

若公司继续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预计很难达到预期的投资

收益，甚至可能产生更大的亏损。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进一步

的投资损失，聚焦主业，继续推动主要产品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维护股

东利益，经审慎研究拟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以确保剩余募集资金的有效使



用。同时，公司拟将项目实施主体长美科技公司予以清算注销，并以处置收益最

大化原则处置长美科技现有资产包括生鲜自提柜等，尽量减少公司损失。 

四、项目终止实施后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智慧生活项目”终止后，公司暂无更好的投资项目予以变更，因此，

为保障公司利益，建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7,499.84万元及理财利息等收益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且项目募集资金涉及的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实施，具

体金额以转出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同

时，公司将项目实施主体长美科技公司予以清算注销。 

通过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更有效地利用公司募集资金，有利于改善公

司流动资金状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经营效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本次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2.鉴于智慧生活项目的客观环境和可行性发生了变化，结合该项目建设和发

展现状，公司作出了终止项目的决定，终止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3.本次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保护募集资金有效使用，聚焦公司主业，减少该项目实施带来的亏损，

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

要求。 

4.本次安排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理财利

息等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及公司项目商业

模式已不适用现行市场发展等情况下作出的谨慎决定。智慧生活项目原是公司新

商业模式的创新，但由于生鲜电商行业竞争异常激烈，资金量要求大，行业竞争

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智慧生活项目现有的商业模式已无法适用，幸而公司先前

试点城市和资金可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但若继续投资将会加大亏损。因此，

及时终止该项目有利于止损，保护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聚焦公司主业，促进公



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因结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

理财收入）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0%以上，本次拟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严格按

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本次终止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依法运作，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及理财利息等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

金及理财利息等收益（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基于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及该项目商业模式已不适用现行市场发展等情况

下作出的谨慎决定，及时终止该项目有利于止损并减少该项目继续投资带来的亏

损，保护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聚焦公司主业，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符

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的程序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理财利息

等收益（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报告及其他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审阅了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了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展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长虹美菱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事项系根据项

目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调整事项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对长虹美菱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 

4.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