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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12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9,0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3.64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7,600,000.00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83,318,5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

额为 1,144,281,500.0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2 月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验字[2016]5096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1,227,600,000.00 

减：发行费用（含税） 83,318,500.00 

募集资金净额 1,144,281,500.00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49,371,052.26 

减：以前年度募投项目支出 739,458,050.38 

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384,971,127.47 

减：以前年度手续费支出 6,117.55 

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54,188,384.33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 7,296,744.56 

减：募投项目支出 95,260,249.27 

其中：连锁超市建设项目 63,054,399.89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17,241,282.75 

连锁超市改建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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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14,964,566.63 

减：手续费支出 2,724.63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6,222,154.99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

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6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威海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山东分

行”）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威海分

行”） 和银河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中国银行山

东分行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本公司与交通银行威海分行和东兴证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用途 

1 民生银行威海分行 

698830129 25,264,142.56 

连锁超市建设 707184179 60,000,000.00 

707087825 180,000,000.00 

2 交通银行威海分行 40100610008800006267 82,849,758.39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 

3 中国银行山东分行 218231629537 323,290.68 连锁超市改建 

4 中国银行山东分行 239031631025 17,784,963.36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合计   366,222,154.99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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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718,299.65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募投项目延期和部分募投项目内部调整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①“连锁超市建设项目”、“连锁超市改建项目”两个项目根据各个门店的建设情

况逐店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部分已投入经营产生效益；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选址、

区域布局等因素影响，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拟将“连锁超市建设项目”、“连锁超市改

建项目”延期至2019年12月末。 

②“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影响，同时为了信息系统升级有

效支持业务运行，公司采取分批分次改造的方法投入。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拟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延期至2019年12月末。 

③“生鲜加工物流中心”因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方案设计复杂、开工时间延迟

等因素影响，项目建设进度有所延缓，目前该项目前期设计和相关准备已完成，已开

工建设。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拟将“生鲜加工物流中心”延期至2019年12月末。 

2、部分募投项目所涉门店的实施地点及业态内部调整情况 

①“连锁超市建设项目”原预计胶东地区、山东其他地区分别开店 169 家、131

家，新开大卖场和综合超市面积 558,105 平方米，其中大卖场 19 家、综合超市281 

家；在实际实施时，公司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各区域的网络拓展进度、各业态

的选址进度等因素，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对新开连锁超市的实施地点、业

态构成进行调整。在募投项目在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项目的实施地点调整为山东

省内；业态构成由原大卖场 19 家、综合超市 281 家，优化为在新开连锁超市总面积

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根据物业条件，相应调整新开大卖场、综合超市等连锁超市业态

的数量，以尽可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②“连锁超市改建项目”原预计在威海地区、烟台地区分别改造门店 131 家、69

家，其中大卖场 35 家、综合超市 165 家。实际实施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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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根据拟改造门店的业绩提升空间，公司对改建门店中大卖场、综合超市的业态构

成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的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不变，改造大卖场、综合超市的数量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1. 连锁超市建设项目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募集资金开店计划分别是 80 家、100 家、120 家，由

于该项目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选址等因素影响，开店进度未达预期。 

2.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延迟、方案设计复杂、开工时间延迟等因素影响，项目建设

进度有所延缓。 

3.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由于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影响，同时为保证信息系统支

持业务正常运行，公司采取分批分次改造的方法投入该项目，因此该项目投资进度未

达到计划进度。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

计 384,971,127.47 元，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

具了会专字[2017]1866 号《关于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2017 年 3 月 23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金额共计 384,971,127.47 元。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实施需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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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安全性，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投资具有

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为保证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公司正常经营，并考虑安全性，单项

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5,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投资具有

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为保证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公司正常经营，并考虑安全性，单项

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作为公司主业态的配套项目，公司未

单独核算效益，其效益主要体现在： 

1.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物流配送中心的进一步改进，

公司能够在商品采购、运输、仓储、配送等方面合理规划、及时掌握物流信息，为连

锁门店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率的配送服务，在有效保障货源的前提下加快存货周转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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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投入运营后，由于其不直接产生效益，其效益体现在可

以提高本公司的系统数据处理能力和安全运行能力，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为未来连

锁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受以下因素影响，使得收入增速不及预期：①制定前次募投连

锁超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较早，之后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实体

零售业整体业绩增幅也呈下降趋势，因此实际营收水平不达预期；②移动互联网发展

对实体零售业造成了一定影响。 

此外，用工成本、租金和物业费及广告宣传费的增加使销售费用高于预期。以上

因素导致累计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存在差异。 

五、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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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4,428.1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3,471.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                                         424.23  

2017 年：                                      53,026.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其中：募集资金置换                          38,497.11                  

2018 年：                                      20,495.49 

2019 年 1-6 月                                   9,526.0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连锁超市建设项目  连锁超市建设项目  76,351.00 76,327.15 53,825.28  76,351.00 76,327.15 53,825.28  -22,501.87 70.52% 

2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15,331.00 15,331.00 8,225.08  15,331.00 15,331.00 8,225.08  -7,105.92 53.65% 

3 连锁超市改建项目  连锁超市改建项目  10,500.00 10,500.00 10,529.82  10,500.00 10,500.00 10,529.82  29.82 100.28% 

4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12,270.00 12,270.00 10,891.64  12,270.00 12,270.00 10,891.64  -1,378.36 88.77% 

 
合计   114,452.00 114,428.15 83,471.83  114,452.00 114,428.15 83,471.83  -30,956.32 72.95% 

注：本表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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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截止日累

计承诺效

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1 连锁超市建设项目  / 29,070.72   356.86     2,218.60   7,588.98  4,726.52 14,390.49  注（1） 

2 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  / / / / / / / 注（2） 

3 连锁超市改建项目  / 3,510.28   925.57  1,307.14 4,792.12 1,205.66 10,185.48 是 

4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 / / / / / / 注（2） 

注（1）：由于受募集资金到位时间、选址等因素影响，该项目投资进度与计划存在一定差异。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受以下因素影响，使得收入增速不及预期：①

制定前次募投连锁超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较早，之后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实体零售业整体业绩增幅也呈下降趋势，因此实际营收水平

不达预期；②移动互联网发展对实体零售业造成了一定影响。此外，用工成本、租金和物业费及广告宣传费的增加使销售费用高于预期。以上因素导致累计实

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存在差异。 

注（2）：生鲜加工物流中心项目、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作为公司主业态的配套项目，公司未单独核算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