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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 前次资金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73 号）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于发行完成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7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3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2,245.00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7,244.2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000.78 万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全部到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8）第 00038 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管理及存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督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

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红星美凯龙家居世

博广场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长沙红星美凯龙金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

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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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 前次资金募集情况（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管理及存放情况（续）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

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三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608016079 30,426,873.07 

 

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 
11558000000064924 426.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 
63050136370009400372 2,220,477.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人民路支行 
630323613 2,293,893.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 2 
10012472293001600519 26,598,689.12 

注： 

1.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专户初始存放金额系由前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专户划转而

来。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系四方监管协议丙方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的下属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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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结项募投项目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12.04 万元，用于补足结

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

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上述计划实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7,682.53 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6,414.51 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

金人民币 3,533.35 万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0.02 万元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

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

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66,908.37 万元。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公司在实施

相关项目过程中，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注重项目

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以最少的投入达到了最高的效能，提高了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有效节约了项目建设资金。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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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家居设计

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并将对应募集资金人民币

105,000.00 万元的用途变更为“家居商场建设项目”（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西宁

世博商场项目）、“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及“偿还带息债务项目”。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8日召开的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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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续）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调整后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变更后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1 

家

居

商

场

建

设

项

目 

1.1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106,900.00 28,047.00  24,513.65 

1.2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56,600.00 7,611.00  7,682.53 

1.3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39,400.00 11,674.00  16,414.51 

1.4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92,100.00 41,683.00  29,480.94 

1.5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80,000.00 55,985.00  66,908.37 

1.6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60,000.00 - 19,000.00 

1.7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64,000.00 - 11,000.00 

小计 499,000.00 145,000.00 175,000.00 

2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注 1） 60,000.00 45,000.00 - 

3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注 2） 30,000.00 20,000.00 - 

4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注 3） 50,000.00 40,000.00 - 

5 偿还银行借款 80,000.00 40,000.00 4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15,000.78 15,000.78 

7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40,000.00 - 40,000.00 

8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50,000.00 - 35,000.00 

合计 839,000.00 305,000.78 305,000.78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金额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34.02%，

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34.43%。 
 

注1：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系公司于 2016 年根据当时的业务布局规划

予以制定，以加强公司的家居物流配送服务能力。由于公司后续的业务布局

和地域发展规划较最初项目计划制定之时出现了变化，且仓储中心选址、租

赁谈判及手续办理等流程需耗费大量时间，公司预计原项目实施计划已经不

再符合目前物流配送业务发展的现状和实际需求。为了保证物流配送网络建

设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以进一步推动公司家居装饰及家具

零售网络的开拓，公司拟重新制定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计划，对

投资进度、投资规模及地点选择等实施调整。由于新的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计划在2018年尚处于制定过程中，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变更实施该募投

项目，待更新计划制定完成后拟以自有资金进行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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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续） 

 

注2：公司规划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时，实施主体的家装业务处于相对早期发展

阶段，公司预计需要通过募集资金投入的方式对其予以支持，帮助其快速发展。但

得益于家装行业及其直营连锁网络的快速发展，美凯龙成熟的家居商场网络基础，

以及实施主体对于自有资金的高效使用，目前，实施主体所拥有的自有资金及其业

务经营创造的现金流量已足够支撑其现有业务发展规划。为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满足公司整体业务发展规划，拟变更实施该项目。 

 

注3：根据原募投项目投资计划，项目拟通过大量的线上展示系统平台开发及营销推广投

入，将线上用户引流至线下商场实体展示空间。随着家居装饰及家具行业新零售形

态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于审美的要求及对实景体验需求逐步提升，也更重视其在

购物、消费过程中所享受到的服务质量，并愿意为优质的服务付出一定的溢价，公

司判断原募投项目已经无法充分满足消费者对于专业设计美感、高品质购物体验及

优质服务的需求。因此，公司拟变更实施该项目，并拟通过其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平

台上海红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施新募投项目“新一代智慧商场”，完成家居新零

售业态的转型升级。 

 
三、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用于将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一“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和附件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757.99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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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续）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185.69 万元置换预先已

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68）。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8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12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转出人民币 47,242.01 万元、人民币 2,757.90 万元、

人民币 0.09 万元。截至 2019 年 8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人民币 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分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9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综上所述，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1。 

 
1 2020 年 3 月 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 3月 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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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续）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

情况。 

 

7、前次募集资金结余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际投资总额为人民

币 263,673.07 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05,000.78 万元，已实际

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额为人民币 41,327.71 万元，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的 13.55%。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原因及剩余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主要由于募投项目

正在建设中。目前，募投项目的投入整体按计划进行，公司将积极推动募投项目

建设，按照计划进度有序使用资金，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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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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内容的比较 

 

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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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文件中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 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履行了

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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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8,663.7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3,673.0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0 2018年： 246,249.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4.02% 2019年： 17,423.2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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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28,047.00 24,513.65 24,513.65  28,047.00 24,513.65 24,513.65  - 2017年4月 

2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7,611.00 7,682.53 7,682.53  7,611.00 7,682.53 7,682.53  - 2016年10月 

3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11,674.00 16,414.51 16,414.51  11,674.00 16,414.51 16,414.51  - 2016年9月 

4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41,683.00 29,480.94 29,480.94  41,683.00 29,480.94 29,480.94  - 2017年10月 

5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注1）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55,985.00 66,908.37 66,673.30  55,985.00 66,908.37 66,673.30   (235.07) 2019年7月 

6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注 2）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 19,000.00 10,771.89  - 19,000.00 10,771.89   (8,228.11) 2020年12月 

7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注 3）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 11,000.00 10,778.56  - 11,000.00 10,778.56   (221.44) 2018年12月 

家居商场建设项目小计 145,000.00 175,000.00 166,315.38 145,000.00 175,000.00 166,315.38 (8,684.62)  

 

8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45,000.00 - - 45,000.00 - - -  

9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20,000.00 - - 20,000.00 - - -  

10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40,000.00 - - 40,000.00 - - -  

11 偿还银行借款 偿还银行借款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  

1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  

13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 40,000.00 7,356.92 - 40,000.00 7,356.92 (32,643.08)  

14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 35,000.00 35,000.00 - 35,000.00 35,000.00 -  

合计 305,000.78 305,000.78 263,673.08 305,000.78 305,000.78 263,673.08 (41,327.70)  

 
注1：乌鲁木齐会展商场因工期延后及天气恶劣等原因，已推迟至2019年7月开业。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并开业，由于项目效能提高，节余募集资

金人民币235.07万元，已暂时用于补充一般流动资金； 

注2：长沙金霞商场原计划于2020年1月开业，因该商场尚未取得竣工验收报告且商场周边配套设施仍在建设完善中，长沙金霞商场预计延后至2020年12月开业，闲置募

集资金已部分用于补充一般流动资金； 

注3：西宁世博商场项目已于2018年12月完工开业，由于项目效能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221.44万元，目前节余募集资金暂时存放于四方监管专户中。  



11 

 

附件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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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注1）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家居 

商场 

建设 

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期后20年内 

预计年均收入 

2017年 

（注6） 
2018年 2019年   

1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不适用 31,411 2,859 4,077 3,873 10,809 

不适用 

2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不适用 17,978 4,143 5,133 4,737 14,013 

3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不适用 13,865 3,151 3,671 3,854 10,676 

4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不适用 33,327 591 2,484 3,184 6,259 

5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不适用 27,596 - - 1,936 1,936 

6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注2） 不适用 15,609 - - - - 

7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不适用 16,812 - - 5,618 5,618 

 

8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注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9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注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注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偿还银行借款（注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2 补充流动资金（注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3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注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4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注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项目1至项目7为家居商场建设项目，最近三年实际效益金额为商场的经营收入。家居商场在开业初期阶段尚处于培育期，培育期内收入通常明显低于已发展

成熟的商场；此外，由于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物价水平的变动以及公司优化商场布局规划增加可租面积等措施，公司开业并发展成熟的商场的收入

水平也将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因此以开业初期的商场收入水平与预测期内平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的可参考性较小，目前尚无法对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做出准确

判断； 

注2：截至2019年12月31日，长沙金霞商场项目尚未建成开业； 

注3：2018年9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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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上述三个项目未使用募集资

金进行投入； 

注4：偿还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带息债务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取得募集资金有助于优化本公司的财务结构，提升本公司风险承受能力，也有助于支

持本公司业务持续增长，巩固市场地位； 

注5：“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对家居商场进行的升级改造、“未来店”建设及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系对公司现有家居商场、业务及后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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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支持与升级，不单独核算效益； 

注6：公司 于2018年1月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项目前期投入系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