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或公司）2015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18 号《关于核准苏宁

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26,996,50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5.17 元，扣除发行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29,085,309.4 千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到位，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出具普华永道中

天验字(2016)第 573 号验资报告。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9,008,601.0 千元（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66.6 千元），2019 年 1-6 月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42,878.0 千元（包括支付的银

行手续费 12.3 千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9,651,479.0 千元（包括支付的银行

手续费 78.9 千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含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余额）为

10,919,122.3 千元，其中募集资金 9,433,830.4 千元、利息收入 1,485,291.9 千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三方协议签署情况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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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定《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自 2016 年 5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汉府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

口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营业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十三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此外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南

京龙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补充金融公

司资本金项目、补充易付宝公司资本金项目通过公司向子公司实施增资后，子公

司开设资金账户进行专项管理。 

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小贷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

放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新街口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宁保理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城西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支行。苏宁小贷公司和苏宁保理公

司由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完成销户。 

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付宝公司”）募集资金

分别存放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此外，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苏宁易付宝公司在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哈



 

 

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设立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由于存放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的

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报告期内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完成销户。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严格履

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新增区域配送中心

建设项目、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租赁店项目、云计算项目、大数据项目、智

能家居项目。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专户中，其中为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将闲置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的方式存放，以及开展募集资

金理财业务，不存在存单抵押、质押及其他所有权、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有 14 个募集资金专户及 6 个定期存款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9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余

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资

金专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142

7261 
1,531,143.4  400,647.6 1,931,79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央路支行 

4094701001002

76014 
792,180.2 21,634.4 813,814.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800114

2834 
441,249.3 58,880.8 500,130.1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2910101021001

180039 
80,883.8 8,510.1 89,393.9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14101

068852 
- 596.1 59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市汉府支行 

4301015819100
330413 

- 339.8 339.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 

3200066210181
80002000 

- 234.1 234.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西支行 

3105018800008
7438 

- 214.9 214.9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9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余

额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 
533968716219 - 161.5 161.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 

9310015470000

0262 
- 123.3 123.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洪武路支行 

1024010400149

50 
- 119.5 119.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 
697511246 - 117.3 117.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 

3205018817000

0000136 
- 57.0 57.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玄武支行 

9550880028779

000190 
- 29.2 29.2 

定期存

款账户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5212004236210

00015 
750,041.0 49,959.0 8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32

0939 
307,940.3 312,059.7 62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10

9199 
300,000.0 - 3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11

2578 
300,000.0 - 3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11

2589 
390,000.0 - 39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192

9676 
88,358.5 423,641.5 512,000.0 

合计 4,981,796.5  1,277,325.8  6,259,122.3  

此外，为加强对于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对于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

项目、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增资募集资金进行主动管理（下同）。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子公司苏宁易付宝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含利息收入）201,930.9

千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 154,559.5 千元，利息收入 47,371.4 千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9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

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

资金

专户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和平支行 

147205209000

728 
64,888.4 15,652.8 80,541.2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城支行 

938018801516

89301 
- 1,178.2 1,17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

320501881700

00000147 
- 202.5 202.5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9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

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行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营业部 

188010100100

032770 
- 8.5 8.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 
475468842283 - 0.5 0.5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512900261100

066 
- - - 

定期

存款

账户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城支行 

999156999940

000026-30000

3 

67,161.4 2,838.6 70,000.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城支行 

999156999940

000026-30000

2 

2,509.7 27,490.3 30,000.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城支行 

999156999940

000026-30000

1 

20,000.0 - 20,000.0 

合计 154,559.5 47,371.4 201,930.9 

（2）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满足最近十二个月内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进度需求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12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商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投资理财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

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120 亿元（含）。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满足最近十二个月内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进度需求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商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投资理财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

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100 亿元（含）。 

2019 年 1-6 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含利息）10,160,000.0 千元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报告期内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79,493.5 千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余额为 4,660,000.0 千元，

其中募集资金 4,452,033.9 千元，利息收入 207,966.1 千元，理财明细如下： 

单位：千元 

募集资金开户行 
本期新增理财

发生额 

期末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6,500,000.0 2,863,444.0 136,556.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支行 1,400,000.0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900,000.0 350,000.0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

北支行 
700,000.0 325,183.7 24,816.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口

支行 
450,000.0 413,007.5 36,992.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 200,000.0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 5,000.0 398.7 4,601.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 5,000.0 - 5,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 500,000.0 - 

合计 10,160,000.0 4,452,033.9 207,966.1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 29,085,309.4 千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款项

共计 19,651,400.1 千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报告期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内实

现的效益 

（净利润）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 是 2,505,120.4 935,120.4 771.0 935,120.4 100.0% 2019 年 - 

不适用 

（注 5） 

否 
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是 2,728,332.8 1,128,332.8 23,476.7 1,128,332.7 100.0% 2019 年 - 

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否 3,500,000.0 
3,242,096.0 

（注 1） 
157,536.8 1,188,032.8 36.6% 2019 年 -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

目 
是 0.0 

1,950,000.0 

（注 2） 
76,810.0 1,397,811.4 71.7% 2020 年 - 否 

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 是 0.0 
1,220,000.0 

（注 3） 
20,245.5 58,555.6 4.8% 2021 年 - 否 

租赁店项目 否 5,000,000.0 5,000,000.0 180,425.5 821,227.1 16.4% 2019 年 -76,267.1 

不适用 

（注 6） 
否 

改造店项目 否 1,214,100.0 1,214,100.0 0.0 236,173.4 19.5% 2019 年 163,957.3 

购置店项目 是 3,000,000.0 241,510.0 0.0 55,000.0 22.8% 2019 年 2,617.5 

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

目 
否 847,501.3 847,501.3 0.0 847,501.3 100.0% 2019 年 - 

收购天天快递股权项目 是 0.0 
2,758,490.0 

（注 4） 
0.0 2,758,490.0 100.0% 2018 年 - 

不适用 

（注 7） 
否 

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 否 2,500,000.0 2,500,000.0 0.0 2,500,000.0 100.0% 2016 年 - 不适用 否 



 

 

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 否 850,000.0 850,000.0 0.0 850,000.0 100.0% 2016 年 - （注 8） 

云计算项目 否 1,100,574.0 1,100,574.0 112,528.0 829,107.8 75.3% 2019 年 - 
不适用 

（注 9） 
否 大数据项目 否 491,023.0 491,023.0 38,162.2 478,304.3 97.4% 2019 年 - 

智能家居项目 否 106,561.9 106,561.9 32,910.0 67,743.3 63.6% 2019 年 - 

偿还银行贷款 否 2,500,000.0 2,500,000.0 0.0 2,500,000.0 100.0% 2016 年 - 
不适用 

（注 10）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000.0 3,000,000.0 0.0 3,000,000.0 100.0% 2016 年 - 
不适用 

（注 11）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343,213.4 29,085,309.4 642,865.7 19,651,400.1 67.6% - 90,307.7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29,343,213.4 29,085,309.4 642,865.7 19,651,400.1 67.6% - 90,307.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物流平台建设项目、苏宁易购云店发展项目（购置店项目）、互联网金融项目（补充金融公司资本

金项目）及 IT 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1,299,020.5 千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058 号公告。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苏宁易购云店发展项目之租赁店项目、改造店项目、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537,566.1 千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063 号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改造店项目预计总投入 1,214,100.0 千元，主要用于升级改造 202 家核心门店，包括装修投入、设备及其他费用投资，

计划使用募资资金投入 1,214,100.0 千元，公司按照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对公司核心云店实施改造，于 2018 年完成 202 家

门店的改造升级，累计投入 236,173.4 千元，较预计投入有一定的节约。原因如下: 

近年来，我国零售行业出现了网络零售加速渗透、新零售逐渐兴起等发展趋势，受到电商平台崛起对于实体店面业务的

冲击，传统实体零售企业纷纷寻求创新转型，着力迎合消费者的新需求与新习惯。公司通过线上线下全场景构建，满足

用户随时、随地、随需的购物需求，并不断优化购物流程、提高配送时效，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对于线下店面，公司

注重产投比控制，对店面模型不断优化升级，力争在不断迭代中寻找最有效率的投入方案。一方面，优化针对不同市场、

不同商圈的店面改造方案，合理规划店面设施设备投入，避免改造造成的过度投入，注重店内商品陈列的丰富度及服务

质量的提升，改善用户满意度；另一方面，公司的门店物业基础设施保管较好，也带来了公司在改造过程中未出现大量

的翻新、新置的投入，公司仅通过对装修细节的调整、部分经营设备的更新即可达到门店改造的效果。同时公司加强门

店效益的把控，通过转租、降租的方式进一步提升门店运营效率，由此带来公司单店改造面积需求的降低。基于上述对

门店的合理规划设计，加强成本控制，资金投入规模得到较好的控制，由此带来项目完成后募集资金节余。 

改造店项目实施后，对公司店面的经营质量提升有一定的效果，该项目实现的效益逐渐显现，2016 年及以前、2017 年、

2018 年分别完成 64 家、133 家、5 家门店改造升级，2016-2018 年改造店项目分别实现净利润 16,723.23 万元、65,144.28

万元、116,869.74 万元。公司实施有效的成本管控，通过较少的募集资金投入达到了改造店项目的既定效果。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977,926.6 千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专户中。为提高资金收益，公

司根据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了保本型理

财产品。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物流平台建设项目、苏宁易购云店发展项目及 IT 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此外为提高资金收益，公司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决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暂未使用资金部分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将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136,339.8 千元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放，4,452,033.9 千元认购商业银行及其

他金融机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剩余 2,845,456.7 千元以活期存款方式存放，不存在存单抵押、质押及其他所有权、使

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后）少于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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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鉴于此，公司按前述原则对物流平台

建设项目之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3,242,096.0 千元。 

注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区域配送中

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600,000.0 千元用于投入公司“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新增区配项目”），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350,000.0 千元用于投入公司新增区配项目。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124、2018-138 号公告。 

注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将自动化拣选

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220,000.00 千元用于投入公司“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124、2018-138 号公告。 

注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购置店项目实施项目变更，其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758,490.0 千元用于收购天天快递股权项目。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004、

2017-008 号公告。 

注 5：通过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新增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公司可高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与调度，降低实际运作成本。未

来随着物流社会化运作，在满足自用基础上，公司将部分物流仓储对外租赁，获取租金收入。 

物流运营发展项目符合未来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服务客户、平台商户的能

力和物流响应时间，有效降低物流运营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 

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将极大的提高苏宁物流整体的运输及配送能力，有效确保运输的时效性、安全性，同时项目将降低外包运输比例、控制外包

成本，占比较高的新能源物流车也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增强苏宁物流运营能力。 



 

 

注 6：租赁店项目、改造店项目、购置店项目全部投资后，将大大充实公司实体门店网

络，增强公司在“互联网+”竞争环境下的竞争力，实现公司线上线下融合，进一步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将有助于提升

苏宁易购云店的消费者认同，公司的品牌价值与形象将得到大幅提升。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租赁店项目开设店面 193 家，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76,267.1 千元，随着新开店的逐步

成熟，效益将逐步提高；改造店项目开设店面 202 家，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163,957.3 千元，

云店有着较强的规模盈利能力，公司将加快云店的升级改造；购置店项目投入 1 家，报告期

内实现净利润 2,617.5 千元。 

注 7：本次收购天天快递符合未来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与天天快递开展相关业务整合，随着业务整合效应的凸显，苏宁物流

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从而带动前台销售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公司业务发展能力。 

注 8：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为增资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保理公

司”）、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小贷公司”），公司已分别增资苏宁保理

公司、苏宁小贷公司 16 亿元、9 亿元；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为增资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付宝公司”），公司已增资苏宁易付宝公司 8.5 亿元。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

目、补充易付宝公司资本金项目通过公司实施增资后开设募集资金账户进行专项管理。补充

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苏宁易付宝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余额）（含利息收入）2.02 亿元。 

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符合未来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

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增加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竞争

能力，从而完善苏宁生态圈的建设；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

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粘性，并有效提高对平台商户服务水平，从

而完善苏宁生态圈的建设。 

注 9：云计算项目、大数据项目及智能家居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云计算项目完成

后，公司的云计算研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云计算研发的投入为公司互联网转型提供了技术

和平台支撑，为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强有力的后台 IT 技术保障；大数据项目完

成后，公司在大数据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等方面进行系统化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数据

决策性支持，大数据研发的投入为公司互联网转型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支撑，为公司经营规模

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强有力的后台 IT 技术保障；智能家居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公司将实现



 

 

在智能家居的布局，分享智能家居行业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本项目将有助于建立苏

宁易购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的完整的生态圈，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注 10：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

结构得到优化，短期财务费用有所下降，公司盈利能力得到加强，从而保证公司业务的可持

续扩张。 

注 1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商品，提高 3C、母婴、超市采购规模，

以支持全品类经营发展；扩大公司差异化采购能力，提升产品经营的附加值；围绕 O2O 平

台的各个环节，加大推广投入，提升 O2O 平台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大对开放平台运营

能力的投入，制定积极的商户政策，扶植商户发展，提升开放平台的竞争力。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和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单位：千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新增区域

配送中心

建设项目 

区域配送中心

项目、自动化拣

选中心项目 

1,950,000.0 76,810.0 1,397,811.4 71.7% 2020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1、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入，持续推进公司自动化拣选中心

和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部分自动化拣选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已建成交付并投入运营，由于在项目开展

过程中，公司积极实施项目成本管控，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属地业务的仓储及运力需求实施分批建设，并对

建设方案进行合理优化，使得资金投资规模得到较好的控制。经审慎论证及测算，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和

部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募集资金会产生一定节余。其中，区域配送中心项目之长春二期

区域配送中心项目，由于公司内部业务规划所需，长春二期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苏宁电器有限

公司（现更名为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苏宁易达物流有限公司实施，募

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投资内容未发生改变。 

本次公司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和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公司物流平台建设。 

2、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3、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8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18-126 号）、《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138 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2、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 

单位：千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物流运输业

务发展项目 

自动化拣选

中心项目 

1,220,000.0 20,245.5 58,555.6 4.8% 2021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1、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入，持续推进公司自动化拣选中

心和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部分自动化拣选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已建成交付并投入运营，由于在项目

开展过程中，公司积极实施项目成本管控，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属地业务的仓储及运力需求实施分批建设，

并对建设方案进行合理优化，使得资金投资规模得到较好的控制。经审慎论证及测算，自动化拣选中心

项目和部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募集资金会产生一定节余。 

本次公司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物流交通运输发展项目，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益，提高苏宁物流运输运营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效率，促进苏宁物流服务的精准、高效、快捷。 

2、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3、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8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18-126 号）、《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18-138 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3、将改造店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和租赁店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 

单位：千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新增区域配

送中心建设

项目（二） 

改造店项目、

租赁店项目 

2,977,926.6 0 0 0 2022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1、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公司租赁店项目和改造店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推进公司互联网门店苏宁易购云店的开设和改造，通过对 202 家门店改造升级，通过互联网、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进一步促进公司线上线下场景的融合，提升了门店规模盈利能力。同时公

司围绕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商圈开设云店，加强获客能力，完善线下门店网络布局，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租赁店项目投入募资资金新开云店 143 家。由于受到行业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在项目开展过程中，

公司通过合理规划设计使得前述项目资金投资规模得到较好的控制，此外受店面资源的稀缺性、商圈位

置布局等影响，租赁店项目开店速度有所放缓，公司将结合开店计划，有序推进公司云店的开设。为提

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募集资金闲置，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司物

流业务的发展能力，为公司零售业务提供基础设施支撑。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仍为支持公司主营

业务的开展。公司将持续关注消费者需求，加大在后台购物流程的优化、信息系统的流畅、物流时效的

满足、售后服务的需求等方面的投入，致力于不断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2、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3、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7 月 16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19-065 号）、《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072 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五、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苏宁易购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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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

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任强伟               王鲁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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