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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集团”或“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预计不超过 70,118.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额（万元） 

1 
年产 48,000 吨高档针织面料印染生产线项目

（一期） 
30,266.67 22,000.00 

2 越南十万锭纱线建设项目 40,188.70 30,000.00 

3 嵊州盛泰 22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8,767.54 5,500.00 

4 信息化建设项目 2,506.43 2,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0,618.00 10,618.00 

合计 92,347.34 70,118.00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已扣除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次董事

会决议日（2022 年 4 月 15 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新投入及拟投入的 14,881.87 万元的财

务性投资金额。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

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要，资金缺口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建设，公司

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

次募投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文件为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48,000 吨高档针织面料印染生产线项目（一期）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30,266.67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2,000.00 万元。本项目系年

产 48,000 吨高档针织面料印染生产线项目一期项目，拟通过现有厂房购置自动

化设备实现年产 6,000 吨针织面料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区，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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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河南盛泰针织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能 

自 2017 年美国退出 TPP 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纺织品工业开始回温，纺织行业出口金额增速逐渐回升。

《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的发布对纺织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

纺织行业正式迈进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当中。 

 

为了巩固行业地位，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公司拟新建自动化工厂，新增

部分自动化设备，扩大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项目采

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扩

大产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2）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价格连年攀升，导致国

内纺织企业的销售利润逐年降低，对于国内纺织企业，寻求降低生产成本的对应

措施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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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建设新的自动化生产线，配合新增部分自动化设备

进行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降低一线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公司产品生产效率，

降低针织面料生产成本，对于公司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符合国家及各级政府产业规划 

《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强调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及推进制造能力

高端化，加快推进数字化，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化解劳动力等要素资

源约束。 

《河南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提质发展包括轻工纺织产

业在内的五大传统行业，其中轻工纺织大力发展高端棉纺、特种面料等，建成全

国知名的品质纺织服装产业基地。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将采用新型数控装备生产高档机

织、针织纺织品，采用数字化智能化印染技术装备及新型染色加工技术等生产高

档纺织面料列入鼓励类。 

本项目符合国家及各级政府产业规划，相关支持政策的落地实施，为本项目

建设创造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有利于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2）公司在行业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为项目实施提供强力保障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经营，公司已成为棉纺织行业的领先制造企业，拥有业内

领先的技术、团队等坚实基础。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在纺织领域均

拥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公司多年来不断优化采购、生产、研发、销售、质量等各

生产运营环节，在纺织行业已积累丰富的研发、管理经验和客户资源，为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3）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公司凭借优异的产品质量、稳定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服务能力，成功切

入到拉夫劳伦、优衣库、Lacoste、斐乐、李宁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供应链。其中

公司是 Lacoste 品牌最佳供应商；是斐乐品牌在针织面料方面的唯一白金供应商，

且连续数年荣获了斐乐品牌卓越供应商奖及快速反应奖；2021 年公司荣获安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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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特别贡献奖；公司与拉夫劳伦品牌合作已达数十年，是拉夫劳伦品牌的核心

战略供应商；公司与优衣库品牌的合作在近几年实现了高速增长并直接对公司近

年来经营业绩产生的显著的正向促进；2019 年公司与李宁品牌开展合作并成立

了合资公司，对李宁的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上述知名品牌客户对供应商均有严格的筛选和考核淘汰机制，供应链进入壁

垒较高，公司与上述大客户间已形成良好紧密合作，供应稳定，这为本项目产能

消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年产 48,000 吨高档针织面料印染生产线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 30,266.6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项目 投资方向 投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年产 48000 吨高档针织

面料印染生产线项目

（一期） 

项目建设投资 27,544.77 22,000.00 

铺底流动资金 2,721.89 - 

合  计 30,266.67 22,000.00 

5、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内部收益率为 11.40%（所得税后），经济效益较好。 

6、项目审批及土地情况 

（1）土地情况 

公司已取得本项目涉及的土地及厂房。 

（2）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在商水县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完成备案（项目代码：2105-

411623-04-05-228364），并已取得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环评批复（豫环审〔2022〕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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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十万锭纱线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40,188.7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本项目拟通

过在现有土地上建设生产线，实现年产 6,071 吨棉纱和 4,692 吨花灰纱的生产能

力，同时还能产生 4,140 吨落棉。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越南太平省琼附县，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盛泰棉

纺织（越南）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有利于公司完善国际化布局，满足内部循环需求 

公司积极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将部分中低端面料的生产及制衣环节，

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目前公司已在越南、柬埔寨以及斯里兰卡等地进行了战

略布局，拥有面料及成衣工厂。 

公司在越南的纺纱产能满足不了织布面料用纱量，高质量纱线还需要从中国

进口。通过本项目投资建设，公司将在越南实现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完善公司产

业链布局，通过规模优势降低原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并保障公司原材料的供应，

有利于满足公司内部循环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当地政策优势，减少国际物流费用，

有效规避关税壁垒，提高成本竞争力和东盟市场的服务能力。 

（2）有助于把握产业发展趋势，降低经营风险 

我国自加入WTO以后，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强劲推动下，纺织业快速发展，

行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呈现上升态势。我国主要的纺织产品，如化纤、纱、布等，

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是名副其实的纺织大国。纺织业是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是各国解决工人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中国占据着较高的纺织品出口率威胁到其

他出口方，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设立技术、价格、增加关税等壁垒，对我国出口

纺织品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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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顺应全球面料领域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项目建成后，有利于企业

进一步提升质量标准、降低运营成本，有效应对欧美国家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对

于保持企业出口率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符合国家政府产业规划 

《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强调要提升跨国资源整合能力，利用“一

带一路”建设机遇，在东南亚、非洲地区加强产业园区共建合作，打造国际产能

合作标志性项目。《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支持境内

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

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内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输出。 

本项目符合国家发展战略，有助于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

我国纺织领域的互补性，实现产业合作共赢，进一步提升我国纺织企业在全球供

应链中的优势。 

（2）公司在行业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为募投项目实施提供强力保障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经营，公司已成为棉纺织行业的领先制造企业，拥有业内

领先的技术、团队等坚实基础。随着公司过去几年不断成功的国际化布局，已经

逐渐形成一批拥有国际化视野和跨国经营经验的管理团队。 

本次募投项目是在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以现有技术储备为依托实施

的投资计划，提升现有产品的产能，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是现有业务的进一

步拓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形成的技术、产品线、客户、品牌和管理资源等，为

本次募投项目提供了资源、技术、市场等保障。 

（3）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公司凭借优异的产品质量、稳定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服务能力，成功切

入到拉夫劳伦、优衣库、Lacoste、斐乐、李宁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供应链。上述

知名品牌客户对供应商均有严格的筛选和考核淘汰机制，供应链进入壁垒较高，

公司与上述大客户间已形成良好紧密合作关系，销售情况稳定，这为本项目产能

消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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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投资概算 

越南十万锭纱线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40,188.7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项目 投资方向 投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额（万元） 

1 
越南十万锭纱线建设项

目 

项目建设投资 36,612.53  30,000.00 

铺底流动资金 3,576.17 - 

合  计 40,188.70 30,000.00 

5、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内部收益率为 10.50%（所得税后），经济效益较好。 

6、项目审批及土地情况 

（1）土地情况 

公司已取得本项目的境外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期限至 2068 年 10 月 11 日。 

（2）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浙江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300202200555 号）及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境外投资项目备

案通知书》（浙发改境外备字〔2022〕59 号）。 

本项目正在办理越南投资登记证书，现阶段无需取得环评批复，已取得本项

目所租赁土地的使用权登记手续，符合所在国法律规定。公司后续将根据越南法

律的要求，在进一步实施纱线项目过程中取得为建设和运营所必须的其他批准和

许可。 

（三）嵊州盛泰 22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8,767.5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5,500.00 万元。本项目拟利用

公司内部厂房屋顶空间资源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

22.00MWp，项目实施总体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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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地 
装机容量 

（单位/MWp） 

1 商水县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周口市 15.00 

2 嵊州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 5.00 

3 颍上县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 1.00 

4 沅江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 1.00 

 合计 22.00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中国浙江省、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实施主体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嵊州盛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在上述地区设立的项目公司。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有助于改善公司能源结构 

公司业务全面覆盖纺纱、面料、染整、印绣花和成衣裁剪与缝纫五大工序，

是一家纺织服装行业中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多品种、全产

业链跨国企业。 

公司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顺应光伏行业发展趋势，积极落实国家“碳

达峰”相关政策，通过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布局绿电行业，按照绿色经济的标准

发展，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融合发展。有效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公司

能源消耗，有助于改善公司集团内部能源结构，从而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行

动的实现。 

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公司通过募投项目建设有效降低用电负

荷，减少能耗“双控”政策可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降低经

营风险，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 

（2）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创造经济效益 

太阳能作为能量的天然来源，太阳能的开发及利用具备资源丰富、普及程度

高、应用领域广、对环境影响小等特点，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平价上网

的不断推进，光伏发电已逐步成为新能源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公司通过充分利用自身建筑物中闲置的屋顶进行发电，不仅减少了一次能源

的消耗，对节能降耗做出一定贡献，也能降低自身的用电成本，带来直接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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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在等效利用小时数的度电成本预估，本项目建设完

成后分布式光伏电站实现度电成本将低于工业电价，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用电成

本。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国家产业政策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在 2020 年 12 月气候雄心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将于 2030 年前达

到二氧化碳峰值，于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节能减排目标。2021 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

力系统的发展将成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加

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明确降低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非技术成本，减轻投资开发企业负担、加强县

（市、区）配电网建设改造。 

本项目拟在公司内部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与国家及地方产业支持

政策相一致。相关支持政策的落地实施，为本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

有利于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2）丰富的建筑屋顶资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基础保障 

建筑屋顶对于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实施是必不可少的场地资源之一。公司是

一家具备核心生产技术的主要服务于国内外知名品牌的纺织服装行业跨国公司，

产能分布于中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是纺织服装行业中集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跨国企业。 

公司在中国浙江省、河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均建有生产厂房，场地资源充

足，丰富的建筑屋顶资源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基础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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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盛泰 22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8,767.54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项目 投资方向 投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额（万元） 

1 
嵊州盛泰 22MWp分布式

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投资 8,767.54 5,500.00 

合  计 8,767.54 5,500.00 

5、项目效益分析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该项目建成后，所产生电量基本由公司内部企业消纳。

公司通过本项目建设，将有效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公司外部的能源消耗。 

6、项目审批及土地情况 

（1）土地情况 

本项目为分布式光伏电站，将利用公司及子公司内部厂房的建筑屋顶上开展

建设，不涉及土地相关的报批情形。 

（2）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获得各实施地点当地发改委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并完成环评相关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实施主体 装机容量 
项目备案代码/项目备案编

号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编号 

商水县盛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5MWp 

2206-411623-04-05-971024、

2206-411623-04-05-684713、

2206-411623-04-05-125629 

202241162300000038、

202241162300000039、

202241162300000040 

嵊州盛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5MWp 2204-330683-04-01-196805 202233068300000037 

颍上县盛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1MWp 2206-341226-04-01-301253 202234122600000060 

沅江盛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MWp 2206-430981-04-01-802578 202243098100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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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化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2,506.43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本项目建设内

容为 ERP/SAP 系统升级及共享财务中心平台建设，通过购置高性能服务器设备，

将业务流程重新梳理，打造公司统一的 SAP 系统管理平台。本项目实施地点位

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嵊州经济开发区，实施主体为盛泰集团。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升级 SAP 系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ERP 系统是一种主要面向制造行业进行物质资源、资金资源和信息资源集

成一体化管理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SAP 系统是当前最具影响力，代表智能性、

先进性、可持续性的 ERP 系统。目前公司 SAP 系统为 2012 年上线的成衣 SAP

系统及 2013 年上线的面料 SAP 系统，其版本为 SAP ECC6.0。随着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运营数据的对外披露对于系统的统一化、数字化、智

能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SAP ECC6.0 版本

系统难以适应未来经营管理要求，无法实现各流程规范管理及数据共享，导致公

司运营管理效率逐步下降，经营成本不断提高，从而制约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

提升。因此，公司 SAP 系统功能及运行效率亟需更新迭代。 

公司拟通过本项目将 SAP ECC6.0 系统升级为 SAP HANA S4 系统，形成稳

定可扩展的信息化平台，控制和集成化管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信息，实

现企业内部信息的共享和有效利用，有助于公司提升运营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经

营成本。 

（2）建立财务共享中心，满足公司财务管理需求 

公司作为一家纺织服装行业跨国企业，办公场所及生产基地分布于中国、越

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罗马尼亚、美国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公司当前财务管

理系统基本功能健全，但由于公司及子公司分散于不同地区导致财务人员工作效

率低下，财务数据无法及时汇总，已无法满足公司财务管理需求。公司拟通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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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升级 SAP 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平台，实现财务核算的标

准化、自动化、智能化，并呈现公司及各事业部多维度的财务报表，支持多维度

统计销售利润数据等功能，从而满足公司财务管理需求。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渐成熟，为各行各业

的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信息技术的愈发成熟，数字化、信息化技术

逐渐深入到各行各业，各大企业纷纷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来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经

营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本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2）完善的信息化体系和管理制度为项目建设提供基础支持 

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公司业务高速增长背景下，公司自成立以来，

积极开展信息化体系建设，形成了涉及应用系统建设、基础硬件设施建设、信息

安全体系建设等领域的信息化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系统管理的经验，为项目建设

提供信息化升级方向和升级基础。同时，公司已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信息化管理

制度，指导公司信息化有序的快速发展。完善的信息化体系和管理制度为本项目

实施提供基础支持。 

4、项目投资概算 

信息化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2,506.4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方向 
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额（万元） 

1 信息化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投资 2,506.43 2,000.00 

合  计 2,506.43 2,000.00 

5、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通过信息系统升级

并建设共享财务中心平台，能够实现财务核算的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

企业内部信息的共享和有效利用，有助于公司提升运营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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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6、项目报批及土地情况 

（1）土地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不涉及土地相关的报批情形。 

（2）项目报批情况 

本项目已在嵊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完成备案（项目代码：2205-330683-07-02-

955762）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未列

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无需办理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手续。 

（五）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 10,618.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持续盈

利能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2、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公司经历了业务稳固发展及产能扩张，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与日俱

增。伴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的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的规模也随之呈

现出上升趋势，对公司流动资金产生较大的占用，增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优化资

本结构，提高公司的抵抗风险能力；节约公司利息支出，降低财务费用水平，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增强资本实力，有效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未来进

一步的战略实施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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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具

有积极作用。本次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能够优化公司产品

结构，提升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实

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将相应增

加，能够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具备必要性及可行

性，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