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红星美

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凯龙”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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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美

凯龙拟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61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向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 449,732,673 股，发行价格为 8.23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701,299,898.79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2,936,099.50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3,678,363,799.29 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全部到位。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

验字第 60954737_B01 号《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拟以股东借款实施的募投项目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及实施主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

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调

整后）1 

实施主体 

1 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 89,054.00 22,000.00 22,000.00 

上海红星美凯

龙悦家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安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 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 62,318.00 30,000.00 28,394.47 

上海红星美凯

龙设计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3 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 62,898.00 35,000.00 35,000.00 
家倍得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 

4 

家居商

场建设

项目 

4.1 
佛山乐从商场项

目 
126,781.96 100,000.00 100,000.00 

佛山郡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4.2 
南宁定秋商场项

目 
60,668.75 56,000.00 56,000.00 

南宁红星美凯

龙世博家居展

览中心有限公

司 

4.3 
南昌朝阳新城商

场项目 
58,988.02 16,091.00 16,091.00 

南昌红星美凯

龙环球家居博

览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小计 246,438.73 172,091.00 172,091.00 / 

5 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117,000.00 111,038.99 110,350.91 / 

合计 577,708.73 370,129.99 367,836.38 / 

注：已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进行调整，部分金额尾数已四舍五入。 

 

其中，家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90%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悦

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佛山郡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南昌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博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保证募投项目

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保障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顺利实施。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管理层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展及资金需

求办理相关借款手续。 

 

三、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上海红星美凯龙悦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上海红星美凯龙悦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 33 号 8 幢 1 层 1485 室 

法定代表人：陈东辉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控股 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家具的安装、销售，第三方物

流服务，票务代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家居用品、

家用电器、照相器材、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妆品、厨房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

品、健身器材、玩具、日用百货、汽车用品、汽摩配件、工艺礼品、金属制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建材、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东辉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控股 100%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家具、家居

用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妆品、厨房用品、

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日用百货、汽车用品、汽摩配件、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金属制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食

用农产品的销售，室内装饰工程设计，家具安装，第三方物流服务，票务代理，商务咨

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上海红星美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上海红星美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东辉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股 100%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具、建材、日用百货、电子产品的销售，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租赁，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家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家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夹浦镇轻纺大厦 4 楼 426 室 

法定代表人：谢坚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股 90%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照明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电力工程，电子智能化工程，环保工程，通信工程，市政工程，消防工程，绿化

养护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建筑设计，建筑劳务分包，风

景园林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建设工程施工，水电安装，机电设备的安装、维修（除

特种设备），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户外广告发布，会务会展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从事建筑装饰装修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佛山郡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佛山郡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居委会广湛公路水藤东侧豪达家具中心三层

BG060 号商铺之一 

法定代表人：蒋波 

注册资本：66,89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股 100%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商场管理；物业管理、物业租赁；从事家具、建筑材料

（不含钢材）、装饰材料、五金制品、家用电器、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及剧毒品）、日用杂品、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材料、计

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的批发、零售业务。（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宁市江南区下津路 8 号富宁工业标准厂房 1 号楼 5 楼 511-2 室 

法定代表人：符世贺 

注册资本：30,5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股 100% 

经营范围：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及设备、工艺品(除国家禁止或

有专项规定外)、机电设备、卫生洁具、汽车配件、计算机及其软硬件的批发及零售；

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室内设计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期货、

证券、金融、保险除外）；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凭资质证经营）；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停车场服务、仓储服务

（除危险品及专项规定）、会展服务；市场设施租赁、场地租赁；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南昌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博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南昌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博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子羽路 888 号 

法定代表人：符世贺 

注册资本：36,5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及间接持股 100% 

经营范围：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家电、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品（除烟花爆竹）、家用电器、办公用品、



工艺品、机电设备、卫生洁具的销售；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建筑装饰工程；建筑

安装工程；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柜台租赁；停车库

经营；汽车配件、室内装潢、室内设计咨询、会展服务、市场设施租赁；国内广告的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计算机及软件的批发、零售；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及专项规定）；

房屋、场地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期货、证券、金融、保险除外）；投资咨询（期货、

证券、金融、保险除外）（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四、本次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下属子公司提供借款系公司为建设募投项目而实施，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

金需求，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保障募集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

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对子公司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极小，处于可控范围内，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五、借款后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将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及接受借款的各级子

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后续公司将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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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

理与使用工作。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以募



集资金向上海红星美凯龙悦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红星美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家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佛山郡达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南昌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博览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

设项目”、“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和“家居商场建设项目”（佛山乐从商场项

目、南宁定秋商场项目、南昌朝阳新城商场项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

向，有利于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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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

款用于实施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使用相关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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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谢晶欣 幸  科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