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1-034 

转债代码：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47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联

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代销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98,412,698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 12.6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499,999,994.80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36,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463,999,994.80 元，已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保荐费、

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752,576.71 元，

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080,188.68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464,327,606.77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144 号）。 

(二)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22,189.86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09.98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收益为 6,713.02 万元。202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7.55 万元，2020 年度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2 万元，2020 年度收到的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为 0.0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22,227.41 万元，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11.50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为 6,713.02 万元。 

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分别审计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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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及

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已将前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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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

币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

入 31,793.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4.12 万元(包括累计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以及购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收益和可抵扣进项税)。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3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8,000,0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共

计募集资金 8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8,962,264.15 元（不含税）后，

实际收到的金额为 791,037,735.85 元，已由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

露费和印刷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2,235,849.05 元（不

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88,801,886.80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对前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3-15

号《验证报告》。 

（四）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5,115.39 万元，2020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28.34 万元，2020 年度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收益为 0.0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5,115.39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28.34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

益为 0.00 万元。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

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至董事会批准日期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用募集

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44,216.72 万元(包

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以及购买的银行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收益和可抵扣进项税)。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搜

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

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

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针对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连同保荐

机构长城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为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连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道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道滘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因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聘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英证券”）担任保荐机构，并与华英证券签订了相关保荐协议。因此，公司

终止了与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并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连同保荐

机构华英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厚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及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30日连同

保荐机构华英证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

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有 2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1 活期存款 41,200.14 

合计 41,200.14 

(1)活期存款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深南

支行 

625688680  19,899.63  活期存款 

2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厚街支行 
395050100100184588  21,300.51  活期存款 

小计 41,200.14  

2、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有 2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1 活期存款 442,167,248.36 

合计 442,167,248.36 

 (1)活期存款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搜于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东莞分行 
20344199900100000650301 152,577.82 活期存款 

2 
广东美易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东莞分行 
20344199900100000653691 442,014,670.54 活期存款 

小计 442,167,248.3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附件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

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主要是提升公司的仓储和物流配送效率，为公司未

来营销网络的扩张，以及面向时尚产业的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管理服务提供仓储物



           

 

流保障。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

期）项目，该项目建设期 3 年，目前处于建设期，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市场环境的变化，

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业绩水

平，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在未来两

年内，由供应链管理公司将该部分资金投入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运营。该事项已经 2018 年 6 月 8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28,143.00 万元人民币

和“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12,789.00 万元人民币，

合计 40,932.00 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的资金投入。该事项已经 2018 年 11 月 26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使用完毕。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3：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1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6,432.7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8,984.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2,227.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8,984.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7.99%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时尚产业供应链

管理项目 
是 120,000.00 95,115.00   95,115.00 100.00 2018.12.31 不适用 否 否 

2.时尚产业品牌管

理项目 
是 50,000.00 9,501.00   9,501.00 100.00 2018.12.31 不适用 否 否 

3.仓储物流基地建

设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37.55 99.58 0.33 2021.11.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00 46,400.00   46,579.83 100.39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优化时尚产业供

应链管理项目 
是  70,932.00   70,932.00 100.00 2019.3.31 -12,282.46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0,000.00 251,948.00 37.55 222,227.41 88.20 － － － － 

合计 － 250,000.00 251,948.00 37.55 222,227.41 88.20 － -12,282.4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已实施

完成： 

①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第一、二、三年预计效益分别为 22,200.00 万元、36,100.00 万元和 47,400.00



 

万元，累计效益未达到预期收益。主要原因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变更“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

目”投资到“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承诺投资额从 120,000 万元变更后为 95,115 万元，如果按实际

投入金额占原承诺投资总额占比 79.26%重估预期收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的效益完成率 81.06%。 

②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第一、二、三年预计效益分别为 4,300.00 万元、10,800.00 万元和 19,400.00 万元，

累计效益未达到预期收益。主要原因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变更“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投资

到“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承诺投资从 50,000 万元变更后为 9,501 万元所致。如果按实际投入金额

占原承诺投资总额占比 19.00%重估预期收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的效益已达标。 

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尚处于建设期，该项目不单独产生效益，不适用。 

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建设完成后，未来两年承诺效益分别为公司新增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0.00 万元、6,450.00 万元。本年属于建设期后第一年，受疫情影响，实现效益为

-12,282.46 万元，未达到预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扩展时尚产业品牌管

理业务经营产品范围的议案》，同意将目前的时尚产业品牌管理业务经营产品范围由时尚服饰产品拓展到包括

时尚服饰产品、时尚电子产品及时尚纺织产品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

集资金 13,345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10,444.00 万元，时尚

产业品牌管理项目 2,901.00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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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已将前

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计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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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已将前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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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用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 31,793.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19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募集资专项账户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三个项目专项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同意公司注

销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注销完毕，金额 288.28 万元已

转入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按要求存放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880.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115.3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115.3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总

部（一期）项目 
否 80,000.00 80,000.00 15,115.39 15,115.39 18.89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0,000.00 80,000.00 15,115.39 15,115.39 18.89 － 不适用 不适用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建设期 3 年，本年度属于建设期，未产生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时尚产业供应链总

部（一期）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至董事会批

准日期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用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按要求存放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 3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优化时尚产业供

应链管理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 
70,932.00  70,932.00 100.00 2019 年 3 月 31 日 -12,282.46 否 否 

时尚产业供应链

管理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95,115.00  95,115.00 1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否 

时尚产业品牌管

理项目 
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 9,501.00  9,501.00 1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否 

合计  175,548.00 0.00 175,548.00 － － -12,282.46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一、第一次变更 

1、变更原因：近年来，公司积极推进战略规划的实施，实现业务的转型升级，特别是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迅速，由于服

装行业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小服装品牌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业务发展面临的波动性较大，公司的“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实施进度

相对较慢，大部分募集资金尚未投入使用，目前主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相对较低。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时

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中的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变更由供应链管理公司开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供应链管理公司在作

为项目子公司持股平台的同时也发展集中采购及销售业务，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率及经济效益。 

2、决策过程：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同意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披露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和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和 2018 年

6 月 9 日披露。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5 月 23 日刊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及 2018 年 6 月 9 日刊

登的《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第二次变更 

1、变更原因：由于第一次变更公司将“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中的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变更由供应链管理公司开展“优化时

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该项目进展顺利，实现效益情况超过了预期规划水平，公司决定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

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28,143.00万元和“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12,789.00

万元，合计 40,932.00 万元全部投入“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2、决策过程：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同意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2018 年 11 月 26 日，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披露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和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和 2018 年 11

月 27 日披露。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11 月 10 日刊登的《2018-116：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118：搜于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及 2018 年 11 月 27 日刊登的《2018-127：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已实施完成：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第一、二、三年预计效益分别为 22,200.00 万元、36,100.00 万元和 47,400.00 万元，累计效益未达到预

期收益。主要原因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变更“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投资到“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承

诺投资额从 120,000 万元变更后为 95,115 万元，如果按实际投入金额占原承诺投资总额占比 79.26%重估预期收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的效益完成率 81.06%。 

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第一、二、三年预计效益分别为 4,300.00 万元、10,800.00 万元和 19,400.00 万元，累计效益未达到预期收

益。主要原因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变更“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投资到“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承诺投资

从 50,000 万元变更后为 9,501 万元所致。如果按实际投入金额占原承诺投资总额占比 19.00%重估预期收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

计实现的效益已达标。 

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建设完成后，未来两年承诺效益分别为公司新增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0.00 万元、6,450.00 万元。本年属于建设期后第一年，受疫情影响，实现效益为-12,282.46 万元，未达到预期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