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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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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吴志泽先生、吴利亚女士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72,445,820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为准（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先生拟

认购不超过 272,445,820 股（含本数），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88,000 万元（含本数）。由于吴

志泽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 10.3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10.1.5 条之规定，吴志泽先生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吴志泽先生，1960 年出生，长江商学院 EMBA，高级经济师。具有 30 多年服装运营、

企业管理决策经验，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担任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

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因突出的行业贡献和产业成就，先后获得“永

嘉县功勋企业家”、“中国服装业十大领袖企业家”、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颁发的“杰出

贡献奖”、“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荣获

浙江省政府颁发的“浙江省劳动模范”、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温州改革开放 40 年重

大影响力企业家”等荣誉。吴志泽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居住地为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吴志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3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吴婷婷、



 

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5.80%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吴志泽先生拟认购不超过 272,445,820 股（含本数），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88,000 万元

（含本数）。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1 年 5

月 11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3.2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价格将按照相应进行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现金分红同时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分红，N 为每股送股或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吴志泽先生 

签订时间：2021 年 5 月 10 日 

（二）认购价格、数量、认购款项支付及股票锁定期 

1、认购证券种类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3.23 元/股，定价基准日为报喜鸟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报喜鸟股票均价的百



 

分之八十。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报喜鸟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3、认购数量、认购方式和认购款总金额：甲方本次发行新股不超过 272,445,820 股（含

本数），乙方将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8,000

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依据发行价格调整，若报喜鸟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

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的价格将进行调整，吴志泽先生认购股票数量亦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甲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减

的，甲方有权单方调吴志泽先生认购款金额，届时吴志泽先生认购股票数量根据调减后的

认购款金额相应调整。 

4、支付方式：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乙方按照甲

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再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5、锁定期：乙方承诺所认购的由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就其在

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2、甲乙双方均应尽最大努力促使下列条件成就，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本协议生效： 

（1）本次发行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违约责任条款 

1、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因其自身过错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不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

约定的乙方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甲方应赔偿乙方全部损失；如甲方因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决定或要求发生重大变化而不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规



 

定的乙方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的，不视为甲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但甲方应将乙方已缴

纳的认购款项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返还给乙方。 

2、本协议生效后，如乙方不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

开立的账户支付全部认购款项，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3、本次发行尚待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如本次发行没有通过监管部门的核准，导致

本协议不能履行，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1、提高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巩固公司控制权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婷婷、上海金纱控制的表

决权比例如下： 

 股份数量（股） 占比 

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表决权 

吴志泽 126,056,099 10.35% 

吴婷婷 185,564,542 15.24% 

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 2,472,106 0.20% 

合    计 314,092,747 25.80% 

稳定的控制权对公司保持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本次发行前，吴志泽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 10.35%股份，一致行动人吴婷婷女士、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

15.24%、0.20%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吴婷婷和上海金纱合计控制公司 25.80%

股份的表决权，处于较低水平。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先生与公司长期利益休戚与共，通

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吴志泽先生的持股比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表决权比例

均可得到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巩固了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同时，

实际控制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彰显了其对纺织服装行业和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

定信心，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2、提升企业系统稳定性，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建立了报喜鸟大规模个性化智能定制系统，按照消费者的个性化订单，通过智能

化数据分析和信息整合，生成订单信息指令，驱动智能工厂进行大规模的个性化制造，实

现服装定制的最高生产目标——“个性化缝制不降低品质、单件流不降低效率”，保障了



 

公司全品类私人定制业务的顺利实施。 

随着公司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实施，公司信息系统的功能可以有效满足公司经营过程的

需要，通过提高信息系统的稳定性来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从而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和行

业竞争力，为公司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3、增强技术研发实力，保持技术先发优势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产品设计研发和技术创新，不断升级研发体系和研发设备，引进全

球优秀设计人员，持续提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原创面料研发投入；

加强与国外优秀设计师合作，密切关注流行趋势和市场变化，努力提升产品创新；人员方

面，引进具备丰富经验的设计企划员，招聘国内优秀服装类大学优秀毕业生，海归学生，

提升产品研发实力；持续优化智能 MDP 产品数据分析系统，运用数据智能分析，捕捉流

行趋势和需求，提高设计的精准度；加强服装专利产品研发及运用。截至 2020 年末，公

司已获得 13 项国家发明专利、98 项实用新型专利，4 项外观设计专利。 

公司拥有的这些专利成果确保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效率、高良率、高品质，有效降低

了产品成本，为公司销售业绩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随着公司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及企

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投资建设，公司未来技术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保持行业内

的技术领先优势。 

4、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最近几年坚持“一主一副、一纵一横”的发展战略，深耕服装主业，持续加强产品

研发、品牌和渠道的建设，加大电商和新零售业务的开展力度，提升运营质量，公司整体

运营能力和效率得到改善，业务保持发展态势，营业收入逐年快速增长。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1.10 亿元、32.73 亿元和 37.88 亿元，三年营业

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0.37%。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营运资金需求也日益增加。通过本次发行获得更加充

足的流动资金，一方面，使公司的资金实力获得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有力的营运资金支持，进一步满足核心业务增长与业务战略布局需

要，有利于公司在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面临宏观经济波动

的抗风险能力得到加强，有利于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资产、公司章程及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研发中

心扩建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完成后，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公司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

和内部经营管理能力，支持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加快公司

市场信息反馈及分析，支持产品研发决策；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满足公司业务日益发展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落地，有利于提升公司现有业务的竞争优势，优

化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对公司现有业务及资产的整合，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发

生变更。 

（2）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72,445,820 股（含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

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3）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若公司未来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4）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股东控制表决权数

量及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实际控制 吴志泽 126,056,099 10.35% 398,501,919 26.74% 



 

人控制的

表决权 
吴婷婷 185,564,542 15.24% 185,564,542 12.45% 

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 2,472,106 0.20% 2,472,106 0.17% 

合    计 314,092,747 25.80% 586,538,567 39.36% 

其他A股股东 903,519,127 74.20% 903,519,127 60.64% 

总    计 1,217,611,874 100.00% 1,490,057,694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吴志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314,092,747 股股份的表决权，控制表决权的比例为 25.8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72,445,820 股（含本数）。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表决权的比例变为 39.36%，仍为

控制表决权比例最高的一致行动人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5）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进

一步优化。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获得更加充足的流动资金，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优势品牌及优势业务，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顺利实

施。 

2、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下降，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上升，资本结构更加优化，自有资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营运资金进一步充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主营业务的发展

空间，积极把握服装行业转型的机遇和战略先机，巩固和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净资产规模的上升，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受到一定影

响。但从中长期来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

提升，从而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及盈利稳定性。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随之增加，有利于公司的业务拓

展。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量也将逐步增加。 

3、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

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

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4、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违规占用资金、资产及违规担保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亦不会产生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5、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为 28.98%。按照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

下降，有助于公司降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七、最近 12 个月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最近 12 个月，公司与吴志泽先生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吴志泽先生为公司进行担保，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吴志

泽、苏文娟 
30,000.00 2017 年 08 月 24日 2020 年 08 月 23日 是 

吴志泽 7,000.00 2019 年 08 月 13日 2020 年 08 月 12日 是 

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吴志泽 13,000.00 2018 年 10 月 25日 2021 年 10 月 24日 否 

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吴志泽 22,500.00 2019 年 06 月 24日 2021 年 06 月 23日 否 

吴志泽 10,000.00 2021 年 4 月 15 日 2022 年 4 月 14 日 否 

上述关联担保均未收取费用，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吴志泽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1 日 


	一、概述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吴志泽先生、吴利亚女士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72,445,820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为准（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先生拟认购不超过272,445,820股（含本数），拟认购金额不超过88,000万元（含本数）。由于吴志泽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10.3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5 条之规定，吴志泽先生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吴志泽先生，1960年出生，长江商学院EMBA，高级经济师。具有30多年服装运营、企业管理决策经验，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担任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因突出的行业贡献和产业成就，先后获得“永嘉县功勋企业家”、“中国服装业十大领袖企业家”、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荣获浙江省政府颁发的“浙江省劳动模范”、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温州改革开放40年重大影响力企业家”等荣誉。吴志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吴志泽先生拟认购不超过272,445,820股（含本数），拟认购金额不超过88,000万元（含本数）。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21年5月11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3.2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价格将按照相应进行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现金分红同时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分红，N为每股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吴志泽先生
	签订时间：2021年5月10日
	（二）认购价格、数量、认购款项支付及股票锁定期
	1、认购证券种类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价格为3.23元/股，定价基准日为报喜鸟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报喜鸟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报喜鸟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3、认购数量、认购方式和认购款总金额：甲方本次发行新股不超过272,445,820股（含本数），乙方将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8,000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依据发行价格调整，若报喜鸟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价格将进行调整，吴志泽先生认购股票数量亦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甲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减的，甲方有权单方调吴志泽先生认购款金额，届时吴志泽先生认购股票数量根据调减后的认购款金额相应调整。
	4、支付方式：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乙方按照甲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再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5、锁定期：乙方承诺所认购的由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就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2、甲乙双方均应尽最大努力促使下列条件成就，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本协议生效：
	（1）本次发行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违约责任条款
	1、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因其自身过错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不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约定的乙方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甲方应赔偿乙方全部损失；如甲方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决定或要求发生重大变化而不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规定的乙方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的，不视为甲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但甲方应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款项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返还给乙方。
	2、本协议生效后，如乙方不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支付全部认购款项，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3、本次发行尚待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如本次发行没有通过监管部门的核准，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1、提高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巩固公司控制权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婷婷、上海金纱控制的表决权比例如下：
	稳定的控制权对公司保持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本次发行前，吴志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35%股份，一致行动人吴婷婷女士、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15.24%、0.20%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吴婷婷和上海金纱合计控制公司25.80%股份的表决权，处于较低水平。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泽先生与公司长期利益休戚与共，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吴志泽先生的持股比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表决权比例均可得到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巩固了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同时，实际控制人认购公司非...
	4、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最近几年坚持“一主一副、一纵一横”的发展战略，深耕服装主业，持续加强产品研发、品牌和渠道的建设，加大电商和新零售业务的开展力度，提升运营质量，公司整体运营能力和效率得到改善，业务保持发展态势，营业收入逐年快速增长。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1.10亿元、32.73亿元和37.88亿元，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0.37%。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营运资金需求也日益增加。通过本次发行获得更加充足的流动资金，一方面，使公司的资金实力获得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有力的营运资金支持，进一步满足核心业务增长与业务战略布局需要，有利于公司在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面临宏观经济波动的抗风险能力得到加强，有利于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资产、公司章程及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对公司现有业务及资产的整合，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发生变更。
	（2）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72,445,820股（含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3）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若公司未来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股东控制表决权数量及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吴志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314,092,747股股份的表决权，控制表决权的比例为25.8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72,445,820股（含本数）。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表决权的比例变为39.36%，仍为控制表决权比例最高的一致行动人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5）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获得更加充足的流动资金，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优势品牌及优势业务，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
	2、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下降，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上升，资本结构更加优化，自有资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营运资金进一步充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主营业务的发展空间，积极把握服装行业转型的机遇和战略先机，巩固和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净资产规模的上升，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及盈利稳定性。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随之增加，有利于公司的业务拓展。随着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也将逐步增加。
	3、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未发生变化。
	4、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违规占用资金、资产及违规担保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亦不会产生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5、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为28.98%。按照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助于公司降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七、最近12个月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最近12个月，公司与吴志泽先生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吴志泽先生为公司进行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