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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亚厦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354 号），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 2014 年 4 月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增发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9,074,994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3.52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15,424.3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753.49 万元，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2,670.9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致同验字（2014）第 350ZA001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的节余募集

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合计 3,878.61 万元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幕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亚厦幕墙”）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上述拟变更的

募集资金合计 3,878.61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44%。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于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议案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新项目经有关部门审议的情况 

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现有 5 个加工基地，其中浙江加工基地、广



东加工基地、湖北加工基地已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报批或备案程序；山东基地为

新迁厂房，重庆加工基地 2019 年正在建设中，暂未办理相关报批或备案程序，

后续亚厦幕墙会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报批或备案程序。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2013 年 5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总投资 19,997.59 万

元，用于对天津、南京、广州、上海、苏州、沈阳、西安、温州、青岛、合肥、

郑州、昆明、南宁、三亚营销中心的销售网络及与之配套的施工管理和售后服务

中心建设，其中，拟在天津、南京新购置办公场所，同时在青岛、合肥、南宁、

广州、上海、苏州、沈阳、西安、温州、郑州、昆明、三亚等地新增或扩大租赁

办公场所。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取消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中的天津、苏州、

沈阳、温州、合肥、南宁、三亚等营销网点，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变更后节余

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10,246.08 万元全部投入到企业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 2019 年 5 月 12 日，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已累计使用 7,782.46 万元，

剩余 1,969.05 万元，加上该项目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909.56 万元，

实际余额为 3,878.61 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及专户存储情况详见下表： 

注：数据截止时间：2019 年 5 月 12 日 

  

开户银行及账户 项目 金额（万元） 

交 通 银 行 绍 兴 上 虞 支 行

294056001018010206003 

项目拟投入 9,751.51 

项目累计投入 7,782.46 

利息收入-手续费 1,909.56 

账户余额 3,878.61 



根据《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后续

募集资金项目变更调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收购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65%股权及增资 39,843.70 

2 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9,751.51 

3 亚厦企业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57,150.78 

4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3,417.01 

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507.90 

合计 112,670.90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收购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65%股权及增资 39,843.70 

2 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7,782.46 

3 亚厦企业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57,150.78 

4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3,417.01 

5 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 1,969.05 

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507.90 

合计 112,670.90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自实施以来，订单承接金额增速明显，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近年来，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公司市

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投入金额逐年减少，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公司营销网络的建

设情况，公司对上述募投项目重新做了研究和评估，认为现有营销网络布局已基

本符合公司营销现实需要。 

在建筑幕墙行业，大部分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除了对专业资质会设定要求外，

还会要求潜在投标人必须有自有加工基地或是在招标人所在区域有自有加工基



地。部分招标人会对投标人的自有加工基地的厂房面积、厂区面积、注胶生产加

工线等提出明确要求，与此同时，投标人拥有自有加工基地在技术评分中能获得

比较高的评分。亚厦幕墙为适应招标人的要求，提高订单中标率，拟对现有的幕

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因此，基于公司现状，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终止市场

营销网络升级项目的实施。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拟将截至 2019年 5月 12日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变更用

于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建设。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金额合计

3,878.61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44%。 

本次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包括 5个加工基地，分别是浙江加工基

地，服务华东区域所有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广东加工基地，服务华南区域

所有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湖北加工基地，服务华中区域所有区域营销公司

和工管公司；山东加工基地，服务北方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重庆加工基地，

服务西南区域所有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投入项目包括房屋租赁，基地设备，

基础设施改善、其它资产购置和自动化研发等。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

计划投入资金 4,350.00万元，具体使用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资金金额（万元） 

1 房屋租赁 1,950.00 

2 基地设备 1,400.00 

3 基础设施改善及其它资产 800.00 

4 自动化研发 200.00 

合计 4,350.00 

公司拟将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合计

3,878.61 万元全部投入到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资金解决。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的背景情况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

要经营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金属板幕墙、铝合金门窗、玻璃栏板、钢结构工程

等其他种类的建筑幕墙。 

亚厦幕墙现有 5个加工基地，分别是浙江加工基地，服务华东区域所有区域

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广东加工基地，服务华南区域所有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

司；湖北加工基地，服务华中区域所有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山东加工基地，

服务北方区域营销公司和工管公司；重庆加工基地，服务西南区域所有区域营销

公司和工管公司。对上述加工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能够优化全国市场

布局，增强公司在招投标方面的竞争力，符合建筑幕墙行业的发展趋势，而且将

扩大公司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施工效率，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优势和行业地位。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亚厦幕墙设计、施工承接一般通过招投标模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和主

动承揽模式两种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规定，招标人可以根据

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

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在建筑幕墙行业，大

部分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除了对专业资质会设定要求外，还会要求潜在投标人必

须有自有加工基地或是在招标人所在区域有自有加工基地。部分招标人会对投标

人的自有加工基地的厂房面积、厂区面积、注胶生产加工线等提出明确要求，与

此同时，投标人拥有自有加工基地在技术评分中能获得比较高的评分。 

公司对 5个加工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能够满足招标需求，提高招

标的技术评分，增强公司在招投标方面的竞争力，提升公司获取订单的水平。 

公司聚焦“大市场、大客户、大项目”为目标，努力在企业营销体系建设方

面取得新突破。亚厦幕墙选择对华东区域、华南区域、华中区域、北方区域、西

南区域的 5个加工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精准定位，调整和优化全国市

场布局，有利于这 5个区域推进深耕市场和深耕客户，全面提升区域市场开拓的

广度和深度，从而实现市场占有率的稳步提高。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亚厦幕墙是中国建筑幕墙行业的一线高端品牌，高新技术企业，2018 年首

次跃居中国建筑幕墙行业百强企业第二名，是建筑幕墙企业资质等级最高、最完

备的企业之一。亚厦幕墙聚焦高潜力目标客户，全员树立以营销为龙头的意识，

在其职能范围内主动服务支持营销，通过中后期项目部把控项目质量、项目进度，

做好每一个工程，满足客户需求，打造了建筑幕墙行业的领导品牌。依托品牌优

势，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可有效保障加工基地的生产、运营。 

亚厦幕墙强化设计体系，推广 BIM的运用，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加速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

的稳步发展，为加工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动能。 

经过多年积累，亚厦幕墙培养了一批专业化、知识化的管理、技术人员，并

且具备了对加工基地的管理经验。公司逐步建立起了运行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

为加工基地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验支持。 

4、项目的选址及土地情况 

基地 地址 厂房建筑面积 其他面积 
取得方

式 

广东加

工基地 

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西樵镇纺织

产业基地新纺路

9 号 

16600 ㎡（含办公室） 

其中钢结构搭棚 1200 ㎡，

宿舍 22 间，第一层食堂 400

㎡，硬化道路及硬化空地约

8500 ㎡ 

租赁 

湖北加

工基地 

湖北省孝感市孝

南区长兴工业园

长兴二路东 

10000 ㎡（含办公室，

宿舍） 
硬化空地 7000 ㎡ 租赁 

山东加

工基地 

山东省潍坊市临

朐县东城街道榆

中路 369 号华建

工业园 

24000 ㎡ 堆场 55000 ㎡ 租赁 

重庆加

工基地 

重庆市璧山区璧

泉街道铁山路

22 号 

19000 ㎡ 
办公室面积 3800 ㎡，宿舍

2700 ㎡，空地 3000 ㎡ 
租赁 



基地 地址 厂房建筑面积 其他面积 
取得方

式 

浙江加

工基地 

绍兴市上虞区曹

娥街道通河路

18 号（亚厦产业

园） 

21858.72 ㎡ 

 

租赁 

 

5、项目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式复杂，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

行业产业政策的变化会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商业投资活动等造成直

接影响，从而对建筑装饰行业的业务需求和业务结构带来较大影响。公司生产经

营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亚厦幕墙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要敏锐把握市场动态，主动顺应市场发展趋势。

未雨绸缪，积极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建设，增强自身能力，抵御宏观经济波动带

来的不利影响。 

（2）管理风险 

本次项目建成后，亚厦幕墙的业务规模将进一步增加，这对亚厦幕墙管理层

的管理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亚厦幕墙面临能否建立与规模相适应的高

效管理体系和管理团队，以确保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的风险。 

公司将确保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规范运作，充分履行其决策、监督职

能，强化独立董事作用，保障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安全性及可行性。亚厦幕墙也

同步加强规范化、数据化管理，确保管理的高效执行落地，降低管理风险。 

（3）项目建设风险 

虽然公司已有加工基地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且对项目进行了详尽的规划分析，

但建设项目内容较多，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管理与组织失误、与租赁方沟

通不畅、重庆加工基地无法完成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报批或备案程序、项目建设

期及进度变化等不确定因素，都能给项目建设带来影响。 

亚厦幕墙将依托多年发展中积累的管理经验，组织高效的项目管理团队来实

施管理；同时，公司拥有一批优秀的、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积累了成熟的运营



管理验，能够充分保障项目建设和营运管理，有效降低项目建设风险。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投入、建设完成后，能够提升公司获取订单的水平，预计未来 3年内

能够通过这 5个基地实现新签订单 60亿元，建设期预计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2年。 

本次项目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亚厦幕墙在建筑幕墙行业的核心竞争

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亚厦幕墙的快速发展。 

四、变更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亚厦幕墙将开设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

和亚厦幕墙将尽快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市场营销网络升级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幕墙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是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情况，从提升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出发，综合考虑原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财务结构，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综上所述，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对募投项

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做出的适当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向至幕墙加

工基地基础设施升级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监管部门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结

合自身情况、业务发展环境，对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作出的审慎决策，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综上，中信证券对于公司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事项无异议。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5．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