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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加快公司发展，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家家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

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8,000.00万元（含228,000.00万元，

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张家口综

合产业园项目、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羊亭购物广场项目与补充流动资

金，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 

1 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12,417.38 112,000.00  

2 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 57,000.00 37,000.00  

3 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 23,937.62 20,000.00  

4 羊亭购物广场项目 20,822.00 19,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 40,000.00  

合计 254,177.00 228,000.00  

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支付或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予以置换。为满足项目开展需要，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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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未来 3 年拟在山东省及周边省份新建 270 家连锁超市。 

2、项目实施的背景 

（1）产业政策背景 

2018 年以来，为引导企业顺应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

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

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2 号）、《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国办发【2018】93 号）等文件，促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国内消费平稳增长。 

（2）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推动零售行业的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01 

年至 2019 年我国 GDP 保持了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从 110,863.10 亿元增至

990,86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2.9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 GDP 高度相关，

期间内也表现出了相近甚至超越 GDP 的增长趋势，2001 年至 2019 年，我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43,055.40 亿元增至 411,64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13.36%。

2001 年至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40%左右。

2020 年初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新冠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二

季度随着疫情缓和、国家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二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

加 3.2%，上半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零售额同比增长 3.8%，宏观经济

和整体社会消费在持续复苏。 

未来经济的发展势必带动国内消费行业持续繁荣，也将促进零售行业的不断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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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持续增长推动零售行业消费升级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统计，2001 年至 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860 元增至 42,359

元，年复合增长率 10.6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4,998 元增至 28,063 元，

年复合增长率 9.72%。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中产阶层以上群体的扩大，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

念会发生巨大改变，主要体现由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提高生活质量进行转变，对

日常消费品价格敏感度下降，对连锁品牌、购物环境、商品和服务的便利性等需

求日益增强。消费升级一方面体现为消费对象的升级，即较高层次的消费方式和

消费品更多地成为消费者追求的对象，更多的居民开始追求便利、舒适、安全、

健康消费；另一方面体现为消费主体的升级，如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

也开始大幅提高。随着消费升级的进程，未来连锁超市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正处于消费水平增长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时期，国家也多次出台政策刺

激消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将带来消费的大幅增长。总之，中国经济

的持续增长、扩大内需政策的逐步落实、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因素都将促使中国居民消费长期稳健增长，商业零售

行业将充分分享消费增长，体现其流通渠道的价值。商业零售行业处于发展的黄

金周期。 

（4）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 

近年来，超市行业龙头凭借资本优势、信息技术优势、优秀的人才储备、完

善的供应链不断拓展经营网点，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中小零售商

受资金、信息技术、人才储备、供应链不完善等限制，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被

淘汰风险。网点布局及供应链能力已成为行业关键竞争力。长期来看，具备强大

的供应链优势、门店运营优势、经营规模优势及信息化系统优势的企业将会有更

多的市场拓展机会。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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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利于完善公司门店网络布局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快门店布局，积极拓展山东、安徽、江苏、河北、

内蒙古等地市场，上半年新增门店 67 家，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门店总数

844 家。本项目计划在山东、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苏及周边地区继续完善市

场布局，稳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 

②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公司坚持以超市为核心主业，成为区域密集、多业态、全渠道、全产业链、

全国化的零售企业，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好、物有所值的商品以及便利的购物体验；

不断加强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建设，打造社会化的供应链服务平台。项目实施有利

于公司持续增强核心主业竞争力，推动其向全国化方向发展，符合其发展战略。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①公司完善的物流体系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公司以“发展连锁，物流先行”为指导思想，坚持围绕自建物流配送体系、

区域密集开店的方针，实现快速发展的发展战略。 

公司在山东省已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省的一体化物流配送网络，在河北、安徽

的物流配送能力相对较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分别在河北张家口、

安徽淮北建设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两个物流项

目，用于支持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苏等周边地区门店商品的仓储、配送及生

鲜加工等业务。 

依托较广的辐射范围和较强的物流能力，公司可为各物流中心周边门店提供

新鲜、安全、及时的商品配送，并通过规模优势降低商品物流成本，为各门店后

续快速发展和稳定经营带来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物流中心也为公司实体门店提

供线上线下联动和到店到家服务支持，丰富顾客的购物体验。 

公司完善的物流体系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②公司具备项目实施的人员、能力及过往经验 

公司 2017 年初至 2020 年 6 月末门店总数分别 631 家、675 家、732 家、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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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844 家，门店总数逐年增长；2017 年-2020 年上半年各年新增门店（不含闭

店数）68 家、85 家、80 家、67 家。公司门店逐年稳步增加，逐步培养了相应的

人才梯队，增加了人才储备，提高了相应的管理能力。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管

理团队已经具备了保障战略实现和多业态发展的支撑能力，可以胜任不同环境下

的市场竞争，从而全面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具备项目实施的人员、能力及过往经验，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综

合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项目实施具备可行性。 

3、项目投资概算及效益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112,417.38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将不超过

112,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本项目。 

项目建成后，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约为 21.26%，税收投资回收期约为 6.45

年（含建设期 3 年）。 

4、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和各地市子（孙）公司。 

（二）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及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 

1、项目概况 

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业路 24

号，项目用地面积 132,135.33 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10,000 平方米，建设

内容包括中央厨房生鲜加工车间及配套车间等。 

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经济开发区凤竹路 2

号，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4,496.4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常温仓及配套车间、检

测检疫楼等。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为实施全国布局战略，公司 2019 年通过并购、新设等方式在河北、内蒙古、

安徽、江苏等地拓展门店。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上述区域共拥有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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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家。为了支持“区域密集、城乡一体、多业态互补”的网络发展战略，在物

流建设上，公司一直坚持“发展连锁，物流先行”的原则。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整合当地的物流服务资源，项目规划利用河北张家口、

安徽淮北的区位优势，整合集团的优势资源，打造两个现代化的物流和农产品加

工示范园区，成为区域性中央仓储物流中心，为周边门店提供新鲜、及时、安全

的商品配送，并通过规模优势降低商品物流仓储成本，为周边门店的后续快速发

展和稳定经营带来强有力支持；在提升物流配送能力的同时，扩大农产品的收购、

存储和加工能力，保障当地居民日常消费品的流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

也带动了当地相关行业的发展，加快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时，项目建设也为公司

实体门店提供线上线下联动和到店到家服务支持，丰富顾客的购物体验。 

因此，该项目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3、项目投资概算 

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投资总额为 57,00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拟将不超过 37,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本项目。 

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投资总额为 23,937.62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拟将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

期）。 

4、项目实施主体 

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孙公司河北家家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淮北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的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孙公司安徽家家悦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三）羊亭购物广场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在威海市羊亭镇投资实施“羊亭购物广场项目”，拟建成一座集超

市、百货、餐饮、休闲娱乐等多种服务体验于一体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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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0,680.9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6,630.00平方米，

包含超市、百货等多种业态；地下建筑面积 4,050.90 平方米。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①通过建设本项目丰富经营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力  

公司坚持以超市为主业、多业态并举的发展战略，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大卖场

和综合超市为主体，专业店、百货店为有效补充的多业态发展格局。公司多业态

发展战略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消费档次和需求层级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面对不

同消费环境、市场需求、地理位置，公司管理团队可以即时做出最佳的战略选择。

目前，在越来越多的商业零售企业向着多业态、多领域方向发展的背景下，为进

一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巩固行业优势地位，继续丰富经营业态，也是

公司当下必要的选择。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公司可继续充分发挥其在超市、百货等领域长期积累

的经营优势，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顾客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可通过租赁模

式引入更为广泛和多样的服务性消费场景，在多业态并存的场景中为消费者提供

休闲娱乐、亲子教育、餐饮等多种差异化消费体验，促进项目盈利能力的提升。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继续发挥不同业态间互相补充和互相引流的协同

作用，有利于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并更好应对行业竞争，进而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②丰富当地商业功能，满足顾客需求，巩固行业地位  

此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地点为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环翠区属威海市中心城

区，羊亭东邻威海市经济开发区，西北与环翠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接壤、西南与环

翠区北海开发区相连，距威海火车站 6 公里，距威海新港 10 公里，距威海机场

30 公里，距离威海中心城区较近，区位优势明显，是威海市发展的重点区域，

镇区内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消费能力较强，商业业态相对单一。本项目有利

于丰富当地商业功能，是公司进一步满足当地消费者需要、巩固竞争优势的战略

举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7%BF%A0%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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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运营，公司在优势区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这为公司

在优势区域继续拓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基础；另一方面，面对下游不断增加的消费

总量、日益多样的顾客需求以及时刻变化的行业态势，在上述地区建设该项目以

保持竞争优势并满足消费者需求对于公司而言十分必要。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连锁门店共计 844 家，其中大卖场 166 家、综合

超市 599 家、百货店 13 家、宝宝悦等其他业态门店 66 家，立体式的门店网络对

公司管理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管理团队已经具备了保

障战略实现和多业态发展的支撑能力，可以胜任不同环境下的市场竞争，从而全

面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因此，该项目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20,822.0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将不超过

19,000.00 万元用于羊亭购物广场项目。 

4、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 

5、项目效益概算 

本项目年均收入 10,156.92 万元，年均净利润 1,021.83 万元。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拟将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充足的资金储备和较高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领域和增强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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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60.98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5.51%，

存在着一定的偿债压力。目前公司正处于业务快速扩张的关键战略阶段，对资金

有较高的需求。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能够优化公司负债结构，稳步实施战略规

划，为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回报，也为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具备可行性。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0,000.0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将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本项目。 

4、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紧紧围绕公司现

有的核心业务和战略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巩

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增强市场影响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投产

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将大幅

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进一

步增加，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和公司整体

战略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均将有所提高，公司资金实力将显著

增强，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公司的资产结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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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稳健，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提高抗风险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