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拉芳

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芳家化”、“公司”或“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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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拉芳家化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5 号”文《关于核准拉芳

家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3,600,000.00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18.3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1,804,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1,920,088.5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9,883,911.46 元。该募集资金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广会验字[2017]G14024490360 号”《验资报告》，全部资金已按规

定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其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合计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日化产品（洗发水、沐浴露）二期项目 17,968.80 14,551.83 

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5,010.00 55,010.00 

3 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5,426.56 5,426.56 

合计 78,405.36 74,988.39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上述三个项目建设期分别相应延期。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原因 

（一）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建设研发中心项

目”，上述两个项目原计划投资的募集资金承诺总额分别为 55,010.00 万元、

5,426.56 万元，计划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60,436.56 万元。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投入的募集金额为 16,908.27 万元，

“建设研发中心项目”尚未投入建设。本次涉及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43,528.29 万元及其孳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占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58.05%。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增资并收购上海缙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或“上海缙嘉”）51%股权，拟投资总额为 80,800 万元，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 43,528.29 万元及其孳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

为准），差额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投资概算及使用计划 

2014 年立项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拉芳家化，项目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为 55,010.00 万元，其中渠道建设费用 23,624.00 万元，办事处建

设费用 3,486.00 万元，品牌推广费用 12,90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000.00

万元。 

（2）项目实施进度的计划 

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期为 3 年，在项目期内将进行营销办事处

建设、经销及商超渠道建设、品牌推广等，共计项目总投资为 55,010.00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到账后的 12 个月的投资额为 32,358.00 万元，募集资金到账后的



24个月的投资额 10,401.00万元，募集资金到账后的 36个月的投资额为 12,251.00

万元。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对该项目履行了延期 1 年的相关程序。 

（3）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2017 年 9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69,082,684.02 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前述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专

项审核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7] G14024490371 号），保荐机构对该事

项出具了核查意见。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累计投入该募投项目的募

集资金金额约为 16,908.27 万元。 

2、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1）投资概算及使用计划 

2014 年立项的“建设研发中心项目”实施主体为拉芳家化，该项目建设期

为 1 年。项目总投资为 5,426.5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4,870.16 万元，研发费用

556.40 万元。 

（2）项目实施进度的计划 

原建设研发中心项目规划建设期为 1 年，在项目期内对固定资产、研发费用

进行投资建设，原项目投资总额为 5,426.56 万元，并于募集资金到账后的 12 个

月的投资额为 5,426.56 万元。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对该项目履行了延期 1

年的相关程序。 

（3）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暂未对“建设研发中心项目”进行投资建设。 

（三）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原因 

1、终止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原因 

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立项规划于 2014 年，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



导致投入营销办事处建设、陈列建设等费用所需的资金规模与预期有较大差距。

同时，受中国新兴商业零售渠道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综合类、垂直

类电商等线上渠道高速发展，对包括日化用品在内的传统销售渠道造成了较大的

冲击，如继续投入将不能最大化的实现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因此，经审慎研究和反复论证，为避免该项目的后续投资风险并有效使用募

集资金，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进行继续

投入，通过新募投项目加强对线上渠道的投资建设。 

2、终止原建设研发中心项目的原因 

原“建设研发中心项目”是根据 2014 年立项规划时公司研发设备设施情况

和技术积累情况，基于公司彼时的产品研发和技术研究方向所做出的审慎决策。

然而，由于该项目立项时间较早，公司“建设研发中心项目”拟研发的产品和技

术所适用市场的前景已发生一定变化，难以有效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承诺的

预期投资回报和效益。 

因此，经审慎研究和反复论证，公司拟终止投资“建设研发中心项目”，后

续拟使用自有资金择机扩大研发投入，有利于整合原有研发资源和提升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 

3、本次增资并收购上海缙嘉 51%股权项目的原因 

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避免募集资金长期闲置，最大化募集资金投资效益

的原则，公司拟使用募资金增资并收购上海缙嘉 51%股权，继续践行投资布局日

化领域的企业战略，全面提升公司在线上销售渠道、品牌孵化营销等方面的运营

能力，获取跨境电商、美妆及个人护理产品市场快速增长的行业红利。 

同时，公司将基于自身在日化洗护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多年深耕线下渠

道的优势，以及在内容电商、社区电商等领域投资并购的布局，激发该项目实施

后公司在日化领域内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链升级，进一步提升

公司在美妆及个人护理产业中的影响力。 

三、本次变更后新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增资并收购上海缙嘉 51%股权项目。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缙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霞 

注册资本：1,495.345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20U1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松金公路 2758 号 3 幢 1001 室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会展会务服务，针纺织品，服装服

饰，鞋帽，箱包，机械设备，珠宝首饰，日用百货，工艺礼品，文教办公用品，

汽摩配件，化妆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通讯器材，体育器材，汽车饰品销售，电子商

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服装、鞋帽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商务信息

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演出经纪，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项目内容 

公司拟以人民币 3,000 万元对上海缙嘉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28.79 万元计

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971.21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上述增资完成后，

公司分别向沙县缙维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及沙县源洲企业管理服务中

心（有限合伙）支付人民币 57,800 万元、20,000 万元用于收购其所持有的上海

缙嘉 36.5185%和 12.5926%股权，合计收购上述股东所持有的上海缙嘉 49.1111%

股权。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上海缙嘉及其股东签署了《拉芳家化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缙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之增资及购买股权协议》，上述

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上海缙嘉 51%股权。 

（三）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 

上海缙嘉是海外优质化妆品品牌的品牌运营商及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商，致力

于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丰富优质的海外美妆和个人护理产品。上海缙嘉拥有较为丰

富的化妆品品牌培育、整合营销及供应链管理能力，通过获取海外优质化妆品品

牌在中国市场的渠道代理权，助力品牌落地中国市场，提供包括品牌孵化培育、

品牌表达传播、线上营销推广、销售渠道拓展、产品策划设计、售前售后服务、

仓配物流服务在内的全链路品牌整合营销和进口运营管理服务，以提升化妆品品

牌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2018]G18000430080号《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017年度及2018年1-8月，标的公司备考合并口径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599.45 12,750.97 

负债总额 19,196.69 8,088.35 

所有者权益 2,402.76 4,662.63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5,080.58 29,452.73 

营业利润 5,605.47 3,754.41 

净利润 4,678.98 3,040.61 

注：截至《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签署出具之日，上海缙嘉收购香港芳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事宜正在办理过户手续。为完整体现上海缙嘉完整业务在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信息，假设上海缙嘉收购合并香港芳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的架构于 2017 年 1 月 1日业已存在，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将香港芳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纳入财务报表的编制范围。 

（五）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并收购资金来源于原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建设研发

中心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43,528.29 万元及其孳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差额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四、新募投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一）业务模式实现闭环，可复制性较强 

上海缙嘉专注于为海外优质化妆品品牌提供品牌运营服务和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拥有丰富的化妆品品牌孵化培育和整合营销的运营管理经验，以及包括大

型电商平台、天猫国际品牌旗舰店铺、美妆时尚达人和意见领袖（以下简称“KOL”）

合作淘宝店铺在内的等线上多维渠道资源和拓展能力，形成了助力海外化妆品品

牌迅速打开中国市场，提升知名度和销量的业务闭环。 

（二）较为突出的流量转化和品牌赋能能力 

上海缙嘉管理层深谙品牌线上培育和营销的核心运营逻辑，拥有化妆品品牌

在线上高效表达传播的成功经验。获得品牌代理权后，上海缙嘉通过在天猫国际、

小红书开设品牌旗舰店，树立品牌门户形象，逐步沉淀品牌自然流量，并和多位

有影响力的 KOL 展开化妆品线上店铺的电商运营合作，依托运营的合作淘宝店

和微店店铺作为品牌赋能渠道，凭借 KOL 对品牌的推广，以及向合作店铺导入

流量完成销售转化，提升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并为后续持续的品牌整合营销管理

构筑坚实的流量基础，助力品牌在中国市场快速落地和高效推广。 

（三）享受行业高速发展红利，发展空间广阔 

上海缙嘉同时处于化妆品行业及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行业，受益于多个行业市

场的快速增长，未来业务发展仍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进口化妆品市场的

蓬勃发展得益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化妆品消费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和趋

势影响；同时，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国内外物流发展等有利因素促使进口渠道

扩充和流通环节成本下降，促进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更多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

场，推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自 2014 年以来迅猛发展，目前仍方兴未艾。 

因此，随着上海缙嘉代理的海外优质化妆品品牌矩阵愈加丰富，尝试性和常

态化使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购买化妆品的消费者群体稳固扩张，进口化妆品市场

巨大的容量及跨境电商进口业务的蓬勃发展预计将持续促进上海缙嘉提升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市场份额，进而实现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增长。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意见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增资并收购上海缙嘉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布局而做出的谨慎决

定，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为与主营业务相关。变更方案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且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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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的需要，并且其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增资并收购上海缙

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1%股权。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公司出于自身发展规划考虑，经公司

研究论证后所做出的审慎决策。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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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项。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詹晓婷                   陈运兴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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