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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及实施期限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州珠

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啤酒”、“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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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对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及实施期限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和保荐意见如下： 

一、调整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26,502,472 股，

共计募集资金 4,311,939,991.92 元，扣除发行费用 16,152,996.87 元后，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 4,295,786,995.05 元。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原计划建成时间 

现代化营销网络建设及升级项目 80,000.00  10,394.63 2020 年 12 月 31 日 

O2O 销售渠道建设及推广项目 15,890.00  984.47  2022 年 3 月 9 日 

南沙珠啤二期年产 100 万 kl 啤酒项目 86,000.00 85,323.16 2018 年 7 月 31 日 

东莞珠啤新增年产 30 万 kl 酿造及 10

万 kl 灌装啤酒项目 
40,000.00 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湛江珠啤新增年产 20 万 kl 啤酒项目 40,000.00 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精酿啤酒生产线及体验门店建设项目 22,524.00  12.8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珠江· 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区改造 升

级项目 
140,000.00  14,511.75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化平台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 6,780.00  1,643.97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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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1,194.00 112,870.78  

以上项目中，南沙珠啤二期年产 100 万 kl 啤酒项目已建成投产。因市场环

境变化等原因，公司拟调整除南沙珠啤二期年产 100 万 kl 啤酒项目外的其余项

目的投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实施期限，本次调整不涉及新增投资项目，

不构成关联交易。调整后全部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由 431,194 万元增加至

466,380 万元，增加原因是公司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增投于各项目，增投金额

占总筹资额的 8.16%。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及实施期限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原因及调整情况  

公司各募投项目于 2016 年 8 月 4 日经股东大会批准立项，各项目的实施主

体均为公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述项目中，南沙珠啤二期年产 100 万 kl 啤

酒项目已按计划建成投产，其他项目因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投入进度较慢。

因此公司对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重新编制了部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并形成了调整意见，具体如下： 

（一）现代化营销网络建设及升级项目 

本项目建设内容是通过投入送货车辆及冰冻展示柜，以缩减渠道层级、建

设冷链物流体系并提升消费者体验，从而促进公司盈利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

为 100,780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其中汽车购置投资 65,780 万

元，冰箱展示柜投资 14,220 万元。 

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成熟，货车普及率已大幅提升，购置货车的必要性下

降。公司原计划为经销商配置车辆，车辆所有权归公司、使用权归经销商，此

情况下将会产生较高管理成本，经销商在车辆普及度高情况下普遍不愿意承担

此管理成本。因此，公司将不再投资货车购置，适当增加冰箱展示柜投入，本

项目投资额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均调整为 22,800 万元，实施期限调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二）O2O 销售渠道建设及推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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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是建设线上的销售平台，以让消费者能直接在线上向公司采购

啤酒,项目总投资为 30,428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15,890.00 万元。该平

台的建设策略是先建设基础平台，然后在使用过程中根据用户需求，快速迭代

升级。目前，该基础平台已建成，但由于啤酒消费者大部分习惯在天猫、京东

等电商平台采购啤酒，因此公司线上销售平台用户数量较低，迭代升级方向不

明确，后续开发进度慢。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建设一期、二期 O2O 系统，

后续系统升级及项目推广将使用自有资金，不再使用募集资金；实施期限调整

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三）东莞珠啤新增年产 30 万 kl 酿造及 10 万 kl 灌装啤酒项目 

东莞珠啤现有啤酒灌装能力 20 万千升/年，无啤酒酿造能力，其产能已落后

于市场需求，因此公司计划新建啤酒酿造产能 30 万千升/年、啤酒灌装年产能

10 万千升/年。项目总投资 45,28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40,000 万元，预

计全部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2.30%，投资回报期（不含建设期）为

7.16 年。 

因市场环境变化，原可研报告已落后于啤酒工业及装备技术发展之现状，

主要体现为：一是未采用先进装备技术，包括高度自动化的酿造和灌装生产线、

智能立体仓库等；二是在新建产能同时未考虑旧产能的升级需要以及信息管理

系统的建设需要。因此，公司对项目实施内容等进行了调整，并重新编制了可

研报告。 

原可研报告建设内容为：新增啤酒酿造能力 30 万千升/年、灌装能力 10 万

千升/年。现调整为：新增啤酒酿造能力 30 万千升/年、灌装能力 10 万千升/年，

同时对原有 20 万千升/年的灌装产能进行技改升级。此外，项目还建立智能立体

仓库，实施自动化与信息化工程，搭建“制造执行系统”（MES）、智能化物流

仓储管理系统（WMS）。 

由于建设内容调整，项目将改名为“东莞市珠江啤酒有限公司扩建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由 45,280 万元调整为 67,831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由 4 亿

元调整为 6.78 亿元。本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自 2021 年 12 月开始，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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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完成。调整后，项目预计全部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2.01%，

投资回报期（不含建设期）为 7.18 年。  

（四）湛江珠啤新增年产 20 万 kl 啤酒项目 

湛江珠啤项目拟新增啤酒年产能 20 万千升（包括酿造能力及灌装能力各 20

万千升），项目总投资 45,3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40,000 万元，预计全

部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1.80%，投资回报期（不含建设期）为 7.39

年。 

本项目是一个啤酒产能扩建的项目，由于湛江周边市场啤酒增量放缓，扩

建产能必要性大大下降。但考虑易拉罐啤酒近年增速较快，公司计划实施本项

目的新增易拉罐线产能的建设内容，本项目的其他建设内容暂缓并不再使用募

集资金实施。计划继续使用募集资金 8,000 万元，建设期为 12 个月，自 2022

年 1 月开始，至 2022 年 12 月完成。 

（五）精酿啤酒生产线及体验门店建设项目 

本项目包含广西珠啤精酿啤酒项目、东莞珠啤精酿啤酒项目、湛江珠啤精

酿啤酒项目、湖南珠啤精酿啤酒项目等四个子项目，分别在四个子公司的主要

厂区内建设实施。项目总投资额为 25,2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2,524 万元，

预计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5.13%，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为 6.02 年。 

精酿啤酒是啤酒行业的一个新发展方向，精酿啤酒一般采取前店后厂的形

式，精酿啤酒体验店的选址、经营理念与酒吧的选址经营理念高度相似。公司

原计划是在子公司现有工厂所在地址新建精酿啤酒生产线，而子公司的工厂现

仍不具备酒吧经营的条件，原计划的项目建设方案已不符合精酿啤酒的发展需

求。 

公司拟调整精酿啤酒的发展规划，在公司工厂之外租赁门店，并投资建设

精酿啤酒体验店。鉴于门店租赁及建设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且需要根据市场情

况灵活调整，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建设精酿啤酒项目，本项目不再列为募投项

目，并将剩余未投入的募集资金用于其他项目。 

本项目前期投入可研报告编制等费用 12.80 万元，未形成资产，其余未使用

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本次调整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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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募集资金将转至其他项目对应的资金专户。 

（六）珠江· 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区改造升级项目 

本项目计划对公司广州总部保留地块进行改造，积极发展文化休闲饮食娱

乐等文化产业，打造广州旅游休闲观光新名片。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现状厂

区工业建筑升级改造工程、国际啤酒总部大楼以及酒类综合体新建工程、室外

工程以及配套公用工程等。项目建设期为 3.5 年，总投资为 181,405 万元，拟使

用募集资金 14 亿元。工厂改造需把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并补交土地价款，

由于在项目立项之时补交土地价款具体金额尚未确定，总投资未包含补交土地

价款金额。本项目预计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2.2%，投资回收期为 5.8 年（不

含建设期）。 

由于土地性质转变审批至 2019 年 9 月方完成，导致项目建设进度推迟。目

前项目所在区域的规划条件及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原可研报告内容已难

以满足项目建设需要。因此，为了更好地指导项目建设，更客观地反映项目的

各项经济指标，公司对原可研报告进行了调整，并重新编制了新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珠江•

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区改造升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公告》。 

根据新编制的可研报告，本项目投资增加 90,045 万元，投资总额调整为

271,450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 271,000 万元，建设工期调整为 6

年，即从 2019 年起至 2024 年底。 

此外，公司已于 2019 年 9 月完成土地性质变更程序，并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了土地性质变更价款、税费及相关费用 186,518 万元；土地上旧建筑价值 16,497

万元。虽然土地价款及地上旧建筑物无需公司另外再投入购买资金，但为客观

评价项目的回报率及回收期，公司在计算这两个指标时，将会考虑土地及地上

旧建筑物的价值并相应调整投资总额，即：计算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及回

收期时投资总额将调增 203,015 万元，调整为 474,465 万元。 

根据调整后的投资总额，充分考虑土地及地上旧建筑物的价值，本项目税

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6.0%，税后投资回收期 16.9 年（不含 6 年建设期）。 

（七）信息化平台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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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内容、投资额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无调整，但由于公司新办公

楼改造建设进度偏慢（新办公楼建设是珠江· 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区改造升级

项目的一部分建设内容），部分涉及硬件的项目建设需延后，因此项目建成期限

调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以上调整情况，公司将调整各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金额，

使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与专项账户资金额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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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项目调整后主要信息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投资总

额 

原拟使用

募集资金

金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调整后拟

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达到

可使用状态

日 

备注 

1 现代化营销网络建设及升级项目 100,780 80,000 22,800 22,800 2025-12-31 只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冰箱展示柜。 

2 O2O 销售渠道建设及推广项目 30,428 15,890 30,428 4,000 2025-12-31 

仅使用募集资金建设 O2O 一期、二期系

统，后续系统升级及项目推广不再使用募

集资金 

3 啤酒产能扩大及搬迁项目 262,193 166,000 193,800 161,800 /  

3.1 
其中：南沙珠啤二期年产 100 万 kl 啤酒

项目 
171,613 86,000 86,000 86,000 已投产 无调整 

3.2 

东莞珠啤新增年产 30 万 kl 酿造及 10 万

kl 灌装啤酒项目（更名为：东莞珠啤扩建

工程项目） 

45,280 40,000 67,800 67,800 2022-12-31 增加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78 亿元 

3.3 湛江珠啤新增年产 20 万 kl 啤酒项目 45,300 40,000 45,300 8,000 2022-12-31 
仅使用募集资金实施新增易拉罐线产能，

本项目的其他建设内容暂缓实施 

4 精酿啤酒生产线及体验门店建设项目 25,200 22,524 25,200 0 2025-12-31 
不再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另行制定实施

方案并使用自有资金实施 

5 
珠江·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区改造升级项

目 
181,405 140,000 271,450 271,000 2025-12-31 

调整后投资额未含土地及其上旧建筑价值

20.30 亿元；增加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3.10

亿元 

6 信息化平台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 60,045 6,780 60,045 6,780 2025-12-31 投资额无调整，仅调整实施期限 

合计 660,051 431,194 609,023 46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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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市场环境变化作出的谨慎决

定，其中：现代化营销网络建设及升级项目减少了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投资；O2O

销售渠道建设及推广项目、湛江珠啤新增年产 20 万 kl 啤酒项目、信息化平台建

设及品牌推广项目和精酿啤酒生产线及体验门店建设项目，把因项目暂缓或市场

变化等原因导致不适宜使用募集资金建设的内容，改为使用自有资金建设，一方

面提高了项目投资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加快了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东莞珠啤扩

建工程项目和珠江·琶醍啤酒文化创意园区改造升级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升级需

要，增加了投资，增投后项目具有良好的回报率，将会促进公司盈利能力提升。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有利于公司更好、更快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

有助于公司业务整体规划及长远健康发展。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调整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及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及实施期限进行调整。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调整了部

分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实施期限，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市场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同意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

金额、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实施期限进行调整。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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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及实施期限进行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市场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实施期限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通过查看公司公告、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对

该事项进行了核查。 

中信证券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及实施期限进行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

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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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及实施期限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唐  亮                   计玲玲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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