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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

为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尔”、“公司”）2018 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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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对青岛海尔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

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12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为 300,749 万元，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30,074,900 张，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期限 6 年。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 298,002.48 万元。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募集

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8）第 000090

号），经其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本次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引领消费升级，冰空等产线智能制造

升级项目 
188,111 151,122  

践行大厨电战略，成套智慧厨电产能

布局项目 
71,666 5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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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布局“一带一路”，海外新兴市场制

造基地建设项目 
55,513 46,809 

提升创新能力，超前研发实验室、

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与U+智

慧生活平台建设项目 

84,045 45,088  

合计 399,335 300,749  

 

二、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一）已置换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99,633.12 万元，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8）。 

（二）本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结合募集资金出境转入相应实施主体的进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9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布局‘一带一

路’，海外新兴市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的款项共计人民币 10,252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 
募集资金投

资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本次以募集资

金置换金额 

布局“一带一路”，

海外新兴市场制造基

地建设项目 

俄罗斯滚筒洗衣机制

造基地项目 
34,058 7,564 7,564 

越南滚筒洗衣机制造

基地项目 
12,751 2,688 2,688 

合计 55,513  10,252 10,252 

 

（三）会计师鉴证结论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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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和信专字（2019）第 000188 号），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鉴证。会计师认为，青岛海尔管理

层编制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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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

指引的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青岛海尔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情况。 

三、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变更前后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为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综合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和

公司需要，公司拟将“引领消费升级，冰空等产线智能制造升级项目”中的子

项目“家电智能控制组件工厂建设项目”与“提升创新能力，超前研发实验室、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 U+智慧生活平台建设项目”中的子项目“智能

家电超前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和“工业智能研究院建设项目”（上述项目以下

合称“原部分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 66,045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海尔

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变更前后募集资金投向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1 

引领消费升级，冰

空等产线智能制造

升级项目 

1.1 年产50万台高端特种冰箱项目 52,420 52,420 

1.2 
家用空调制造升级及智能产品产能提

升项目 
37,464 37,464 

1.3 高端中央空调年产150万台空调器项目 37,314 37,314 

1.4 家电智能控制组件工厂建设项目 23,924 - 

2 

践行大厨电战略，

成套智慧厨电产能

布局项目 

2.1 智慧厨电工厂建设项目 57,730 57,730 

3 

布 局 “ 一 带 一

路”，海外新兴市

场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 

3.1 俄罗斯滚筒洗衣机制造基地项目 34,058 34,058 

3.2 越南滚筒洗衣机制造基地项目 12,751 12,751 

3.3 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 - 66,045 

4 
提升创新能力，超

前研发实验室、

4.1 智能家电超前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 10,621 - 

4.2 工业智能研究院建设项目 3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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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COSMOPlat工业互

联网平台与U+智慧

生活平台建设项目 

4.3 
基于自然交互与云脑的智慧家庭操作

系统（U+）建设项目 
2,967 2,967 

合计 300,749  300,749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计划投资

2.03 亿美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为 66,045 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境外自筹。上

述拟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为 21.96%。上述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家电智能控制组件工厂建设项目 

本项目包括两个子项目：一是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电

脑板天津工厂建设项目；二是 PCBA 电脑板合肥工厂建设项目，主要为天津及

合肥工厂供应空调、冰箱等产品所需的 PCBA 电脑板。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30,464 万元，具体子项目投资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PCBA电脑板天津工厂建设项目 6,868 5,395 

2 PCBA电脑板合肥工厂建设项目 23,596 18,529 

合计 30,464 23,924 

 

其中 PCBA 电脑板天津工厂建设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项目实施达产后，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3,574 万元，正常年份税后利润 2,045 万元，项目动态投资

回收期（税后）为 6.78 年，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24.54%，项目投资回收期

（税后）6.78 年（含建设期）。 

PCBA 电脑板合肥工厂建设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项目实施达产后，年可

实现销售收入 115,436 万元，正常年份税后利润 6,653 万元，项目动态投资回收

期（税后）为 7.13 年，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23.08%，项目投资回收期（税

后）7.13 年（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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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未使用原募集资金。 

2、智能家电超前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 

本项目为智能家电超前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青岛海尔工业

园等地，实验室建成后将聚焦于冰箱、冷柜、空调等家电的超前技术研发和应

用转化。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10,621 万元。本项目分别在青岛海尔工业园和当

地高校建设超前制冷技术实验室、超前空调技术实验室、超前厨电技术实验室、

家电声学测试分析实验室、物联共性技术实验室、家庭能源系统实验室、超前

综合实验室、变频技术实验室、海尔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直冷及压缩机技术联合

实验室等超前技术实验室。 

该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由于该项目为研发类项目，不存在直接的效益回

报。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未使用原募集资金。 

3、工业智能研究院建设项目 

本项目为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以下简称“海尔智研院”）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建设地点位于黄岛中德生态园，建成后将涵盖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

仿真工程、机器人等研究方向，聚合产学研资源，成为国家工业互联网和智能

制造的产学研中心。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35,000 万元。本项目拟购置建筑面积

16,000 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大楼，建设智研院旗下的工业云发展研究中心、人工

智能研究中心、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数字仿真工程研究中心、系统工程研究

中心和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本项目的实施主体是青岛海尔全资子公司

海尔智研院。 

该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由于该项目为研发类项目，不存在直接的效益回

报。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未使用原募集资金。 

（三）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根据公司市场规划，印度对于公司的全球化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

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家电渗透率低，并具有庞大的用

户基数，行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公司业务在印度实现了较快增长：2016-

2018 年，收入分别增长 26%、40%、41%。基于目前的产能情况，到 2020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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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印度将出现产能缺口。在 2017 年 9 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

方案推出时，“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尚在论证推进过程中，未完全达到

募投项目的申报条件，因此该项目未被列入募投项目。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建印度北

部工业园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实施新建“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进一步

提高产能输出能力、订单响应速度，节约运输及材料成本，加强公司在当地的

市场竞争力。 

现考虑到印度项目资金需求较为迫切，原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

后续可使用自有/自筹资金调配满足，为更好的匹配公司各项目资金需求周期，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原部分募投项目计划使用的 66,045 万元募集资金

变更用于“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以优化公司整体业务发展需

要。 

（四）变更后的项目概况 

本次可转换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经上述变更后，公司拟将原部分募投项目

66,045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投资至“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该项

目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建印度北

部工业园项目的议案》审议通过，具体详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建

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46）。项目概况如下： 

1、项目名称：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 

2、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 Haier Appliances (India) Private Limited 

3、建设地址：印度北方邦 Great Noida 工业开发区 

4、项目投资：项目（一期）计划投资 2.03 亿美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66,045 万元，其余通过公司自筹资金投入。 

5、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用于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建设，项目

主要辐射印度东部、北部区域等新增需求，产品主要为当地化企划，主流容积

段，涵盖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产品。 

6、项目预计产能：项目一期 200 万台/套、二期 250 万台/套、预留 100 万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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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产时间：项目一期预计于 2020 年 10 月投产，二期预计于 2022 年 10

月投产。 

8、项目效益：项目一期内部收益率约 7.2%，项目整体内部收益率约 10%，

项目一期实施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58,078.54 万美元，净利润 2,227.41 万

美元。 

9、项目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1）印度宏观环境快速发展：近年来印度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家电

渗透率低，外资投资额第一，预计印度将成为未来全球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印度家电市场发展潜力大：印度家电市场家电渗透率低，用户对制冷

产品有刚性需求，因此家电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复合增长率约 8%，处在快速增

长阶段； 

（3）区域市场和制造匹配：北部和东部区域市场容量占整个印度市场容量

的 45%，工业园选址在北部最佳；海尔在北部和东部市场销量占比 40%以上，

工业园布局北部有利于提高区域市场竞争力； 

（4）提升品牌竞争力：印度家电品牌竞争激烈，欧美、日韩、中国及当地

企业均在进行投资，公司的投资有利于提升海尔品牌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 

（5）具有“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义：印度工业园的建设有助于把握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机会，实现稳健发展。 

（五）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1、市场前景 

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具有庞大的用户基数，家电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公司近年在印度实现了较快增长，本项目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当地市场的订单响

应速度、节约运输及材料成本，完善公司业务区域布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

拓印度市场，提升产品市场份额，扩大品牌影响力，提高公司在当地的市场竞

争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风险提示 

（1）印度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政策的变化，及印度市场竞争激烈和价格波

动可能导致订单量的缺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风险，导致项目达不到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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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公司将通过产品结构升级、提效降本等措施降低经营风险、规避行业风

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2）公司实施新募投项目尚需履行有关部门的审批备案程序。如因国内或

当地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

变更或终止的风险，但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项目备案审批情况 

“海尔印度北部工业园项目（一期）”已经取得印度当地环保部门的批复、

施工许可证和建造报审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募投项目尚需完成与中

国境外投资相关的发改和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批备案。 

四、相关决策程序和意见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决策

程序和意见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252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决策程序和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

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也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及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青岛海尔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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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鉴证报告，公司就此事宜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2、青岛海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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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规定。 

3、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是为了保证募投项

目的正常进度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

关安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中金公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可转换公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2、本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督促公司确保该部分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

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青岛海尔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上述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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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核

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  雷         

 

_______________ 

李  扬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