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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禾智能”、“公司”）拟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说明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400.00 万

元（含 100,4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 年产 500 万台骨传导耳机项目 26,588.64 24,143.00 

2 年产 900 万台智能手表项目 33,216.11 21,303.00 

3 年产 450 万台智能眼镜项目 27,583.65 24,954.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17,388.40  100,4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

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年产 500 万台骨传导耳机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26,588.64万元，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24,143.00万元，

实施主体为江西佳禾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本项目建设期为两年，达产后每年可新

增 500 万台骨传导耳机产品。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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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丰富耳机产品结构，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骨传导耳机是声波通过头骨振动直接传至内耳进行发声，相较于传统的声波

经过空气传导的入耳式耳机，能够有效解决入耳式耳机长时佩戴耳朵胀痛、气导

开放耳道耳机漏音严重等问题，适用于运动、办公、辅听等长时佩戴的多场景，

是智能耳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专注于智能电声领域，经过多

年经营在智能电声行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验，耳机产品类型从有线

耳机转向无线耳机，从无线耳机转向 TWS 真无线耳机。伴随智能电声产品市场

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下游客户产品需求更加全面和多样化，公司持续进行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发，凭借优秀的自主创新能力，成功研制出了佩戴舒适性高、适用场

景广泛的骨传导耳机，扩充了公司产品品类。未来公司将在现有骨传导产品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通话消噪、空间声场增强以及辅听助听等核心功能，对产品进行

持续的优化升级，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 

本项目的实施是公司丰富智能耳机产品品类，进一步拓宽业务布局广度，为

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巩固强化公司主营业务，保持在智

能电声领域的优势地位。 

（2）把握市场机遇，满足下游市场需求 

随着技术进步和消费习惯的改变，一系列新品类的电声产品在全球市场获得

了较高的关注，形成了蓬勃的发展态势。未来伴随健康消费领域市场和用户需求

的持续扩大，以及骨传导技术的成熟，骨传导耳机行业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

根据 QYResearch 预测，2022 年至 2028 年全球骨传导耳机市场规模有望以 23.5%

的速度增长，至 2028 年全球骨传导耳机市场规模将达到 30 亿美元。 

公司作为智能电声行业的重要参与者，面对智能电声细分行业广阔的市场前

景，有必要提前进行产能布局，保证骨传导耳机产品的供应能力，以抢占市场先

机。因此，公司拟通过本项目在江西新建车间及骨传导耳机生产线，实现年产

500 万台骨传导耳机的生产能力。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满足下游市场日益增长

的产品需求，夯实公司在智能电声领域的竞争优势，促进公司未来长期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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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深厚的技术积累为项目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拥有较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预研能力，积极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公司

依托完善的研发体系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在智能电声领域形成了丰富的技术储备

和专利成果。在骨传导耳机方面，公司已形成了骨传导耳机提高音质、降低震感、

减小漏音的综合均衡设计技术，以及通话消噪的方法、适配不同人脸及头型的骨

传导扬声装置外壳结构、具有拆分式振子的骨传导耳机等核心技术，并形成了一

定的自主知识产权。 

公司在智能电声领域具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和技术储备，且不断紧贴行业趋势

进行技术创新，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2）丰富的客户储备为本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有力保障 

多年来，公司在智能电声领域不断进行具备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凭借强大的

研发实力、成熟的规模制造技术和稳定的产品质量，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与

下游客户形成了长期稳定的良好合作关系，客户粘性高。公司终端客户为保证产

品质量会对上游供应商进行一系列考察和认证，尤其是大型优质客户通常建有更

严格的供应商认证体系，考察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品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交

付周期、响应速度、管理体系认证、环保认证等多方面，考核认证审核流程耗时

较长，因此该类客户也更愿意与公司在内的现有供应商进行合作。 

骨传导耳机产品是现有智能耳机产品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公司正在与 T 客

户、安克、沃尔玛等客户有序开展骨传导耳机相关项目。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与

现有客户的深入合作并积极开拓其他潜在客户，丰富的客户储备可有力保障本项

目产能的顺利消化。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建设投资 24,143.64 24,143.00 



 

5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1 建筑工程费 6,830.60  6,830.00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7,313.04 17,313.00 

2 基本预备费 724.00 - 

3 铺底流动资金   1,721.00 - 

 项目总投资  26,588.64 24,143.00  

 

5、项目经济评价 

项目达产年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67,500.0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6.63%，

税后投资回收期 6.91 年（含建设期）。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在已有土地“赣（2021）上栗县不动产权第 0005749 号”上建设，不

涉及新增土地。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登记，

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年产 900 万台智能手表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33,216.11万元，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21,303.00万元，

实施主体为江西佳禾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本项目建设期为两年，达产后每年可新

增 900 万台智能手表产品。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扩充智能手表产能规模，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在智能穿戴设备所有品类中，智能手表可集成健康监测、语音通话、移动支

付等多种功能，且能与智能家居联动，近年来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据旭日大

数据的统计，智能手表在 2021 年全球出货量达到约 2.10 亿台，同比增长 8.25%。

随着智能手表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大众健康意识增强，智能手表产品差异化程

度加大，产品将更加多样化，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根据旭日大数据预测，2022

年全球智能手表市场出货量将增长 28.10%，达到 2.69 亿台，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在此背景下，公司必须牢牢把握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智能手表产品产能，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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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2）战略性产能布局，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 

随着智能手表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强智能手表的研发投

入和市场开发力度，合理地进行产能规划。产能扩充涉及厂房、生产线的建设以

及产能爬坡等环节，从新建厂房到完全达产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面对未

来日益增长的下游市场，公司需要提前进行战略性产能布局，公司拟通过本项目

的实施抓住智能手表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为智能手表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建设具备良好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支持政策引导可穿戴设备行

业的健康发展。2021 年 9 月科学技术部等联合发布的《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要“加快推动可穿戴设备、智能医疗

健康产品、智能体育装备等应用普及”；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发布的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要“推进基于 5G 的可穿

戴设备、智能家居产品、超高清视频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普及。推动嵌入式 SIM

（eSIM）可穿戴设备服务纵深发展，研究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 

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 年）》、《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

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等相关产业政策的

出台，也为可穿戴设备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为本项目

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公司具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并在智能手表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优

势 

公司目前在江西设立柔性智能制造生产基地，能够在提高规模化生产能力的

同时，提升柔性智能制造水平、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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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和品质控制程序，具备良好的质量、品质控制能力。在技术方面，公司在

智能穿戴领域先后与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建立了

产学研合作关系。相比目前市场主流智能手表产品，公司产品在血氧饱和度、静

态及动态心率测量精确度方面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公司正基于光电容积技术，通

过人工智能及深度学习精细建模和算法设计，进一步开发血压、心电测量功能，

以满足更多消费者对于智能手表健康检测需求。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建设投资 29,904.11 21,303.00 

1.1 建筑工程费 12,108.60 12,108.60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7,795.51 9,194.40 

2 基本预备费 897.00 - 

3 铺底流动资金 2,415.00 - 

 项目总投资 33,216.11 21,303.00 

5、项目经济评价 

项目完全达产后实现年销售收入 96,300.0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 14.20%，

税后投资回收期 7.57 年（含建设期）。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在已有土地“赣（2021）上栗县不动产权第 0005749 号”上建设，不

涉及新增土地。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登记，

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三）年产 450 万台智能眼镜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27,583.65万元，拟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24,954.00万元，

实施主体为江西佳禾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本项目建设期为两年，达产后每年可新

增 450 万台智能眼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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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加强公司在智能眼镜领域布局 

智能眼镜是指如同智能手机一样拥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可以通过语音或动作

操控来实现声音播放、通话、拍摄、AR/VR 等功能的可穿戴式眼镜设备的统称，

能有效解放消费者双手，增强消费者智能操作体验。在 5G、云计算、大数据、

万物互联、传感器等技术不断发展融合的背景下，人机交互、模式识别等人工智

能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极大地丰富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穿戴设备的可塑性。

智能眼镜包括相对成熟的智能音频眼镜以及各项核心技术处于突破临界点的

AR/VR 智能眼镜。根据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预测，2020-2027 年全球智能眼

镜市场规模将以年复合增长率 17.2%的速度增长，到 2027 年智能眼镜市场空间

有望达到 157.88 亿美元。根据 IDC 预测，2021 年全球 AR/VR 总投资规模接近

146.7 亿美元，并有望在 2026 年增至 747.3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38.5%，

其中中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 43.8%，增速位列全球第一。 

公司的智能眼镜产品将受益于行业整体规模的增长，具备良好的市场成长空

间。本项目拟在江西新建智能眼镜生产线，每年新增智能眼镜产品 450 万台。本

项目实施是公司紧抓智能眼镜行业发展机遇，加强公司在智能眼镜领域的产品布

局的需要。 

（2）拓宽智能眼镜产品矩阵，扩展业务规模 

公司在智能眼镜领域，结合“多品类、多功能”的产品矩阵特点，积极开发

新产品。公司的第一代智能眼镜产品能实现声学交互功能。伴随骨传导技术的发

展，公司进一步研制出了第二代骨传导智能眼镜，能够提供给消费者减少漏音、

保证私密性的使用体验。在 AR/VR 领域，公司正在积极布局工业级 AR 产品，

未来将加大在消费领域的 AR/VR 产品研发力度，尤其是消费级近眼显示和感知

交互整体解决方案，不断拓展产品类型和产品应用领域。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积累，推动公司智能眼镜业

务的发展。公司持续拓展产品矩阵纵深，有利于公司及时响应下游客户产品升级

要求，为用户提供更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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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公司具备较强的研发及产品开发能力，项目实施具备技术可行性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强大的研发

能力有助于公司紧抓市场动态，预判和掌握上下游最新技术趋势和潮流风向，不

断实现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具备从设计、开模、试

制、试产到量产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研发制作能力，在智能眼镜领域具有丰富的技

术储备。未来，公司拟建设虚拟现实实验室、光电处理实验室、视觉处理实验室、

人工智能实验室、自动化测试实验室等专业研发实验室，从多方位进一步提高公

司对于智能眼镜，AR/VR 等智能穿戴设备的研发能力。综上，公司已掌握与本

项目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具备与公司业务发展相适应的的研发及产品开发能力，

可有效保障本项目在技术层面上的可行性。 

（2）丰富的客户储备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客户资源，现阶段公司与全球众多电

声品牌商、智能终端品牌商、互联网品牌商、智能穿戴品牌商保持着紧密、稳定、

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客户群体包括 Harman、Skullcandy 等国际知名品牌，以

及安克、荣耀等国内知名厂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消

费者对于电子产品智能化、便携化、专业化和功能集成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拥有

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功能性的智能穿戴设备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面对智

能穿戴领域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公司许多重要客户已逐渐布局智能穿戴领域，

大力开拓智能穿戴设备市场，形成了持续稳定大批量的穿戴设备需求。 

近年来，随着下游客户需求逐渐扩大，公司凭借在电声领域积累的丰富的研

发技术和生产经验，也逐步延伸拓展至智能穿戴领域。目前，公司正在有序推进

与 T 客户、Realwear、安克、Harman 的智能眼镜相关项目。未来公司将继续争

取现有客户的智能眼镜业务订单，并且在原有客户基础上不断拓展其他潜在客户，

优质、稳固的客户基础为本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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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建设投资 24,954.65 24,954.00 

1.1 建筑工程费 6,479.20 6,479.00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8,475.45 18,475.00 

2 基本预备费 749.00 - 

3 铺底流动资金 1,880.00 - 

 项目总投资 27,583.65 24,954.00 

 

5、项目经济评价 

项目完全达产后实现年销售收入 74,250.0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 16.65%，

税后投资回收期 6.92 年（含建设期）。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在已有土地“赣（2021）上栗县不动产权第 0005749 号”上建设，不

涉及新增土地。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登记，

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四）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拓展，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同

时，公司正在加速布局和建设智能电声、智能穿戴等领域产品，新产品前期对资

金的需求规模较大。本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将有效保障业务发展稳定性，增

强公司竞争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长远发展。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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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将相应提升，资金实力得到提升，为公司

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可转债的转股期开始后，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逐

渐实现转股，公司的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本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发展战略相契合，募集资金投资的实施将促进

公司业务向智能电声、智能穿戴领域进一步拓展，将有助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能

力，有利于公司长期盈利能力的提升。 

（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用于募投项目投资活

动现金流出也将相应增加。随着募投项目逐步达产并发挥效用，未来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将逐步增加。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资金实力，优化财务结构，降

低经营风险，提升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

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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