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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尽职调查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为家家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家悦”、“发行人”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东兴证券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

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关于再融资公

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

答（2020 年 6 月修订）》等文件的规定，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向贵会上报了会后事项

补充尽职调查报告。 

2021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披露了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贵会上述相关规定，

现对 2021年 5月 11日至本补充尽职调查报告出具日之间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补

充尽职调查，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2021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公布了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发行人 2021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80,040.81        858,263.58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61.74         28,742.04  -3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51.46         28,235.13  -4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050.86         71,060.20  2.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7 -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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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7 -3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9.55% 减少 2.52 个百分点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43,609.55        979,825.04  3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948.77        302,491.86  -11.42% 

注：上表数据未经审计 

2021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880,040.81 万元，较 2020 年同期增幅 2.54%，

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分别为 18,361.74 万元和 15,251.46 万元，分别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36.12%和 45.98%。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原因 

2021 年 1-6 月，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受新冠疫情影响，发行人 2020 年同期同店销售增长较高、社保减免等政策影响

下 2020 年同期利润规模较高。2020 年半年报显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7.2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6.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 31.68%，导致 2020 年同期经营业绩基数较高。 

2、为扩大市场规模，2020 年至今新增店部数量较多，前期培育期间毛利率相对较

低、运营成本较高，进而影响到同比利润变动。 

3、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对利润有一定影响。 

（二）同行业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截至本尽调报告出具之日，所选取的同行业上市公司与发行人业绩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1 年 1-6 月 
变动比

例 
2021 年 1-6 月 变动比例 2021 年 1-6 月 变动比例 

永辉超市 4,682,709.64 -7.30% -108,269.84 -158.41% -92,511.66 -166.35% 

步步高 730,854.82 -14.14% 20,806.09 25.11% -13,131.77 -196.94% 

人人乐 275,970.29 -8.37% -36,528.96 -157.84% -34,653.99 -122.61% 

新华都 288,867.11 25.69% 7,356.04 -45.98% 7,179.14 -38.75% 

三江购物 200,047.07 -14.70% 4,345.77 -48.57% 2,815.77 -61.13% 

发行人 880,040.81 2.54% 18,361.74 -36.12% 15,251.46 -45.98%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定期报告 



 

2-2-3 

同行业公司的经营指标中，发行人与新华都营业收入同比均有一定程度增幅，其他

公司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发行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指标均呈现同比下滑趋势，可比公司与发行人同比下滑幅度均超

30%，公司经营业绩与行业变化趋势一致，业绩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处于可比区间，未出

现背离情况。 

（三）发行人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 

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1年 2月 22日通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疫情因素以及 2021 年开始实

施的新租赁准则对 2021 年 1-6 月份的业绩影响无法准确预估，根据发行人 2021 年半年

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45.98%，经营业

绩的变化情况发审会前发行人无法合理预计。 

发审会前，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已在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对公司可能面临的宏

观经济波动风险、零售业市场竞争风险、新区域拓展风险、购物方式变化引致的风险、

存货管理不善的风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等，公司已在本

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保荐机构已于《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中对相关情

况涉及的风险因素做出提示。 

（四）发审会前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1年 2月 22日通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公司已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保荐机构已

在《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素做出提示。相关风险

提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零售业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大。经济周期性波动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实际

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者收入结构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而影响社会零售消费市场的

需求。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尤其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

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压力和不

确定性，这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宏观经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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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续放缓或下滑，将会导致消费者的消费结构调整和消费支出下降，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零售业市场竞争风险 

零售业是我国开放最早、市场化程度高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之一。近年来，国内零

售行业集中度的提高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激烈程度。公司的零售门店主要分布在山东省、

安徽省、河北省，主要的同行业企业既包括永辉超市、大润发等国内知名零售连锁企业，

也包括区域性的连锁商场，例如山东省内的银座股份、利群股份等，同时还面临互联网

零售企业的竞争。 

尽管公司目前在商品采购、物流配送、营销网络拓展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拥有一定的

竞争优势，但如果不能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有可能出

现经营业绩和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进而影响未来发展。 

新区域拓展风险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在山东、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苏等地市场

建立了销售网络，并不断向新区域拓展。各区域零售业的市场规模与居民的消费能力息

息相关，虽然公司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在新区域拓展时 进行了详细的

论证，但公司门店拓展情况、经营状况等仍有可能受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

水平和习惯、经营竞争环境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给公司门店拓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购物方式变化引致的风险 

随着网络普及和电子商务、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我国网上购物持续高速发展。根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11,649 亿元，同比增长 8.00%，

2019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06,324 亿元，同比增长 16.50%。网上零售额的增长速度高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2019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占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 25.83%。 

相对电子商务而言，传统零售有实体商品体验性、商品立即可得性、店员近距离服

务等特点，但随着我国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虚拟零售渠道的规模有望进一步提高，电子

商务将不可避免地对各类商品的传统零售渠道继续造成冲击，造成市场格局和销售方式

的转变。因此，公司面临因消费者购物方式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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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管理不善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公司存货金额较大，但存货周转率处于较好的水平。报告期各期末，公

司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25,285.52 万元、129,042.20 万元、211,819.30 万元、173,232.98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27.93%、31.50%、46.93%、34.21%，公司的存货周转

率分别为 6.88 次、7.74 次、6.95 次、3.75 次。公司的存货以库存商品为主，为确保日

常经营的正常进行，公司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存货水平，且存货规模随着门店数量的增

长、经营规模的扩大也会相应提高。尽管本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存货管理制度和物流配送

体系，而且报告期内存货周转率整体较高，但不能排除公司可能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出

现因未能准确把握消费趋势的变化以及未对终端消费的需求做出及时反应等情形而导

致的存货积压、滞销和减值风险，从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严谨论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具备良

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如果未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建设速度、项目收入、

项目成本等与预测情况存在差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益。同时，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及折旧将大幅增加，如果市场环境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或者新项目的业务开展未达预期，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加将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本身的效益造成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进而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逐步复苏，居民消费回归理性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爆发，居民日常消费渠道受限，超市零售消费爆发。公司

2020 年 1-6 月业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27.2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 26.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1.68%。2020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占全年比重达到 69.37%，远高于 2019 年、2018 年同比数据的 49.02%、48.52%。 

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业绩的增长较快、基数较高、年度占比较大， 2021 年

上半年业绩同比下滑具有合理性。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家经济逐步恢复，居民消

费将回归理性，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在 2021 年度将逐步缓解，预计不会对公司以后年

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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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门店经历培育期、管理磨合期后，将逐步提升盈利水平 

受疫情影响，2020 年的新店主要延期至当年下半年开业，2021 年上半年新增门店

数量较多，大量新店处于培育期，前期培育期间费用率较高、毛利率较低，影响公司利

润水平，短期造成 2021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较多，但新店经历培育期后，盈利水平将会

逐步提升。 

新增门店经历培育期、管理磨合期后，费用率将逐步降低，盈利水平将会逐步提升，

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年度业绩产生正向影响。 

三、业绩变动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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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其中张家口综合产业园项目、淮北

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两个物流项目不涉及效益测算，符合公司“发展连锁，物流先

行”的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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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建设有利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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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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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连锁超市发展项目、羊亭购物广场项目涉及效益测算，效益测算选取的坪效

标准、收入增长率、毛利率、费用率和净利润等指标谨慎、合理，连锁超市发展项目的

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司门店网络布局，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羊亭购物广场项目

实施，可以丰富经营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力，能够丰富当地商业功能，满足顾客

需求，巩固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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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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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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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2021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的原因及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及效益测算情况来看，

本次募投项目不会因公司业绩下滑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项目预计实施进度和预计收益、

实施具体内容不会因此调整，本次募集资金与项目实施进度、实施具体内容匹配。综上

所述，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查阅了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情况，认为：公司披露的业绩下滑原因合理，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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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之补充尽职调查报告》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刘 飞 龙 

 

 

保荐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崔 永 新                 丁 雪 山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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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___________________ 

                      张   涛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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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魏 庆 华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