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拟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资金。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9,5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1 喜临门产线智能化升级项目 12,000.00 12,000.00 

2 
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新建软体家

具项目 
69,000.00 69,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8,500.00 8,500.00 

合计 - 89,500.00 89,5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如果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果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对部分

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的，对先行投入部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

以全额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喜临门产线智能化升级项目 

1、项目实施背景 

（1）家具行业政策及产业背景 

国务院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

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为家具

制造业指明了方向。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家具行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行业发展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家具行业结

构也不断优化升级。 

根据《中国家具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家具行业发展的目

标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是保持平稳增长，家具产量保持主营业务收入年均9%～

10%左右的增长。第二是要继续巩固和提升中国家具在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保

持家具出口值年均3%～5%的增长。第三是要继续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保持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年均8%～10%的增长。第四是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市场供

需关系，进一步缓解家具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第五是加强对行业大型骨干企业

的培养，保持家具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年均达到6%左右，保持利润总额年均15%

以上的增长。第六是提高行业研发投入，保持家具制造业研发支出年均达40亿元

以上。第七是促进家具卖场的协调发展，控制家具卖场的面积年均增长在15%以

内。 

从宏观产业政策及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家具制造业发展空间广阔，同时落后

产能淘汰的压力、产业集中度提升的趋势以及制造工艺水平的持续升级也对现有

家具企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自动化生产是家具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科技的发展，节约成本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已成为企

业竞争的关键。从2008年招工难问题渐现端倪开始，许多企业就开始加快实现在

各个生产环节的“机器换人”，全部生产活动也开始由自动化集成系统控制，生产

第一线配有自动化设备或智能机器人。利用最新科技手段实现自动化已经成为家

具行业减费增效、保持产品质量稳定性的重要手段，也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3）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目前的中国软体家具市场显著的特点就是区域性品牌林立，各据一方。经估

算，目前中国软垫业不同业态的企业有1000家左右，其中既有专业床垫制造厂家，

也有一些具备相当规模的木家具企业配套的床垫生产线，还有一些原辅材料供应

厂家也在小批量生产床垫，形成了以区域内主流品牌床垫企业为主、弱势床垫企

业争占和填补低端产品市场为辅的市场格局，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品牌。随

着床垫制造商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相对较小的家具制造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家具制造商将通过产能的扩张、制造水平的提升以及产业链



 

的延伸而逐渐扩大市场份额。从国外经验来看，美国市场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

前四大制造商市场占有率从20%多增长至60%左右。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发

布的2013-2018年中国床垫市场深度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床垫行业

前八大品牌集中度仅为11%左右，而2010年美国前五大品牌集中度就已经达到了

68%左右。由此可见，国内床垫行业集中度的提升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2、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喜临门产线智能化升级项目 

（2）建设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二环北路1号 

（3）建设单位：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4）建设单位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二环北路1号 

（5）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陈阿裕 

（6）建设内容：一是进行生产线设备更新，项目拟新增设备购置费7,594.8

万元（含安装费用），主要新增设备有全自动邦尼尔弹簧机、全自动袋装弹簧机、

智能车间配套设备和智能立体仓库等。二是提高厂房使用率。对现有部分厂房（D

楼和B楼）进行拆除重建，改建为高24m，面积达16,757㎡的智能化仓库。项目

完全达产后，预计新增床垫产能30万张/年，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45,000.00万元。 

3、项目投资额及效益分析 

项目总投资额为12,000.0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2,513.6万元，设备及安装

费7,594.8万元，建设工程其它费用495.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396.00万元。经估

算，项目达产年新增营业收入45,000.00万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达到28.22%，

税后财务净现值（折现率为12%）为10,365.75万元，税后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

设期）为6.19年。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如下： 

（1）本项目已于2017年10月24日获得了绍兴市越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下发

的《浙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号：

330000171024105498A）。 

（2）本项目已于2017年12月15日获得了绍兴市越城区环境保护局下发的《浙



 

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受理书》（编

号：2017001）。 

5、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扩大产能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需要 

目前国内床垫的发展水平较低。由于国人长久以来使用床的观念和习惯，床

垫的普及率不高，更新率也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及对健康睡眠要求的增加，床垫的市场需求较为旺盛，因此本项目是公司

为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举措。其次，结合公司自身的发展需要，本项目也

是公司为进一步优化绍兴地区的生产布局及资源配置的需要。本部生产基地产能

的提升，将有助于公司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

务和核心产品，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巩固行业优势地位。 

（2）应对国际著名品牌“入侵”的需要 

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国外床垫生产厂家越加重视国内市场开发，许多国际

性一线床垫品牌如席梦思（Simmons）、丝涟（Sealy）、舒达（Serta）、金可儿

（King koil）等品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均已在国内开设专卖店，部分已在中国

布局生产基地，国际知名品牌加入竞争无疑加剧了国内床垫市场的洗牌进程。目

前进入中国的欧美床垫品牌以更高端的卖场形象和经营运作方式“入侵”了一线

城市的高端市场，影响和冲击了区域主流品牌，使其在区域内赖以生存、占有主

导优势的核心竞争力被逐渐淡化。面临洗牌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只有上规模、综合实力强的企业才能生存。这就迫使企业加强设备投资、加大技

术改造、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高管理水平，以求在市场竞争中有足够的发言权，

并拓展海外市场。 

6、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体系 

公司作为上市企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经营管理，有着完

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上先后实施了

ERP、PDM、MES三大系统进行集成项目管理，实现公司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在内部管理上进行全面的管理提升，包括：三大管理体系、公司的组织架构、部



 

门职能、岗位职责、流程和制度、绩效和薪酬管理等。经过管理提升工作，梳理

了公司的核心业务流程，制定了适合公司发展的组织架构，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在管理人员方面，首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数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其次公司

进行“梯队化”人才战略，储备了充足的管理人才，完全能满足本项目以及公司未

来发展的需要。 

（2）公司拥有扎实的制造和工艺基础 

为更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公司采用标准化流程的制造模式，制定了详细的管

理文件，规范了生产过程中各细节的处理方式，包括原材料的选用、面料的裁剪、

海绵与钢丝的加工、缝纫机等机器设备的操作、质量的检测、成品的搬运与装卸、

废料废品的处理等，确立了每一个岗位的职责，使人人都能有标准可以参照，有

规则可以遵循，进一步提升制造和工艺基础，提高产品质量。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新进员工通过培训才能上岗，重要的岗

位重点培训，并不定期地组织外聘专家或者内部有经验的员工进行讲课指导，更

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与经验交流，使得标准文件得以顺利实施，管理制度能够落到

实处，形成了扎实的制造与工艺基础，真正实现产品质量的有效保障。 

（3）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逐步推进，我国城市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人口数量的增

多必然增加床垫的销售量。随着中国传统大众“硬床板”观念的逐渐淡薄，弹簧床

垫、乳胶床垫等市场会越来越广。其次，国民生活品质提高而形成的消费升级需

求，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睡眠环境、床垫质量和外观等感性要求也越来越

多，床垫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满足了各种人群的需要，从而加快了床垫的更换频

率。消费升级带来的床垫需求增加将日渐成为需求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此外，人

们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床垫市场的规模必会随着房地

产交易的繁荣而持续扩大。综上，本项目生产的床垫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4）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良好 

喜临门产线智能化升级项目建成后，达产年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达45,000.00

万元，新增净利润4,984.31万元；所得税后动态投资回收期6.19年；所得税后财

务内部收益率为28.22%；税后财务净现值10,365.75万元，抗风险能力较强。财务

分析可行，同时可为社会新增一百余个工作岗位。 



 

（二）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新建软体家具项目 

1、项目实施背景 

（1）消费水平的提升推动软体家具的消费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将更

加重视住居的舒适性便捷性，对软体家具的需求也逐渐增加。随着我国经济水平

的不断发展，国民生活品质提高而形成的消费升级需求，人们对居住环境、睡眠

环境的要求在逐渐提高，对软体家具的质量和外观等感性要求也越来越多。生产

技术的更新换代使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了各种人群的需要，从而加快了产品

的更换频率。 

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对单一家具的购买，对家具产品的配套性、整体性、

协调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能够提供整体家具解决方案，供应全套、多品类

组合产品的家具企业将更具有竞争优势。 

（2）全球经济复苏进一步带动软体家具市场的繁荣 

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世界主要经济体购

买力增强。趋势表明，家具消费的地理分布正逐步转变，高收入地区和新兴市场

的互动也日益加剧。除了美国、日本等家具消费大国之外，印度、俄罗斯等也是

潜力家具市场的存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新房建设力度不断加大，逐渐成为全球软

体家具市场需求新的增长点。据CSIL预测，今后全球家具总消费量将持续增长，

其中大部分增长将集中在新兴市场。家具消费量涨幅最大的预计发生在中东和非

洲以及亚太地区，家具产品国际市场广阔。 

（3）家具产业西进已成趋势 

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一部分，沿海家具业从市场布局到产业投资„向内转‟的趋

势已经非常明显。随着西部大开发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西部地区在

各方面条件的完善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家具市场逐渐饱和，

家具企业进军广大的中西部市场已成为必然。 

我国中西部的交通条件已大为改善，各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都通了高速公路，

物流非常便捷，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如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西安、郑州等城

市，已成为区域交通中心，具备发展成为国家级物流节点城市的客观条件。 



 

另外，我国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突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快速，

使得中西部地区外出打工人员减少，出省务工人员有回流趋势。在西部建立生产

基地，能有效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难问题，同时也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2、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新建软体家具项目 

（2）建设地点：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 

（3）建设单位：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 

（4）建设单位注册地址：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金鸡路129号 

（5）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蒋永舟 

（6）建设内容：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27480㎡（191.22亩），总建筑面积171674.6

㎡，建筑占地面积64889.6㎡，容积率1.35。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10幢标准厂房

建设，2幢宿舍，1幢办公楼以及门卫、休息室等其他配套用房。项目达产年预计

年产床垫60万张，软床11万张，沙发1.45万套。 

3、项目投资额及效益分析 

项目总投资69,000.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额为67,143.00万元。其中：建筑工

程费用30,268.19万元，设备及安装费用29,327.71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7,547.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857.00万元。经估算，项目达产年营业收入127,285.00万元，

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达到13.04%，税后财务净现值（折现率为12%）为2,232.44

万元，税后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9.86年。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如下： 

（1）本项目已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获得崇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四川

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川投资备[2017-510184-21-03-220953]FGQB-1968

号）。 

（2）本项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获得了崇州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崇州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新建软体家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审查批复》（崇环建评[2017]428 号）。 



 

（3）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获得崇州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的《成都喜

临门家具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崇土规审[2018]006 号）（以下简称“土地预审

意见”）。根据土地预审意见中“二、该项目在‘崇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中为有条件建设区，已按相关规定覆盖了挂钩指标（已上

报待批）”。根据《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四川省 2018 年第 3 批城乡建设用地

增加挂钩试点项目区域城镇建新区实施规划变更的批复》（川国土资函[2018]114

号）中“一、因城镇建新区布局优化调整，同意成都市 16 个、广元市 2 个、南

充市 5 个、广安市 1 个、巴中市 3 个共 27 个挂钩项目区城镇建新区实施规划进

行变更”，公司项目选址所在地已获得挂钩指标批复。 

（4）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获得崇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成都

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厂房建设土地审批进度情况说明的函》（以下简称“情况说

明函”），根据该函，“成都软体家具项目用地已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通过四川

省国土资源厅会审，并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批，预计近期四川省人民政府将予以

批复，待土地获得批复后，崇州市人民政府将在 30 日内及时组织供地。”目前，

已经通过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 

5、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公司战略布局西部市场的需要 

目前公司在细分行业已经具有规模优势，成为国内中高端床具的龙头企业。

公司产品覆盖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和200多家五星级、四星级酒店。公司现

已拥有浙江绍兴越城区、袍江新区、河北香河、四川成都（租用厂房）、广东佛

五大生产基地，产品覆盖华东、华北、华南、西南等全国主要市场，尽管公司已

在成都布局生产基地，但该基地为租用厂房，随着公司业务在西部市场的进一步

拓展，该基地的的产能现已达到饱和，随着公司西部地区销售规模的继续快速增

长，该租用生产基地已无法满足公司发展需求。因此，在成都新建一个新型的现

代化生产基地，对公司战略布局西部市场，进一步完善对供应链的管理与布局，

降低物流成本有着极大的战略意义和必要性。 

（2）项目的实施是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必要途径 

为紧密跟随市场变化的脚步，继续维持现有的良好发展态势，将公司品牌做

大做强，公司结合现有发展状况及市场规模，明确了产品的市场定位，制定了详



 

细的战略规划，公司将聚焦家居产业，以卧室寝具为核心产品，进军客厅沙发新

领域，通过加大对新产品的设计研发投入、推动对销售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完善

对供应链的管理与布局。 

以公司现有的发展状况来看，公司通过优质的原材料、独特的风格设计、精

湛的工艺技术以及强大的营销网络，在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上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形象均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公司在西部地区尚有发展空间，

各地补货速度、款式的丰富度尚可提高，规模优势尚未完全显现出来。本项目的

成功实施，有助于公司在短期内实现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全面整合公司资源，

充分发挥管理与研发的经验优势，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品牌附加值。在此

基础上，巩固和发展销售网络体系，进一步开拓西部市场，建立良好的中高端品

牌形象，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6、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体系 

公司作为上市企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经营管理，有着完

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上先后实施了

ERP、PDM、MES三大系统进行集成项目管理，实现公司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在内部管理上进行全面的管理提升，包括：三大管理体系、公司的组织架构、部

门职能、岗位职责、流程和制度、绩效和薪酬管理等。经过管理提升工作，梳理

了公司的核心业务流程，制定了适合公司发展的组织架构，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在管理人员方面，首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数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其次公司

进行“梯队化”人才战略，储备了充足的管理人才，完全能满足本项目以及公司未

来发展的需要。 

（2）公司拥有扎实的制造和工艺基础 

产品的外形与功能由研发部门确定导向，而外观的流畅与功能的效果则由制

造部门来实现。为更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公司采用标准化流程的制造模式，制定

了详细的管理文件，规范了生产过程中各细节的处理方式，包括原材料的选用、

面临的裁剪、海绵、木料与钢丝的加工、缝纫机等机器设备的操作、质量的检测、

成品的搬运与装卸、废料废品的处理等，确立了每一个岗位的职责，使人人都能



 

有标准可以参照，有规则可以遵循，进一步提升制造和工艺基础，提高产品质量。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新进员工通过培训才能上岗，重要的岗

位重点培训，并不定期地组织外聘专家或者内部有经验的员工进行讲课指导，更

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与经验交流，使得标准文件得以顺利实施，管理制度能够落到

实处，形成了扎实的制造与工艺基础，真正实现产品质量的有效保障。 

（3）西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有利于项目的实施 

目前西部地区家具产业环境良好，但集中度较低，知名家具生产企业相对较

少。同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等充分竞争的市场相比，西部市场空间更为广阔。公

司凭借现有的品牌、技术及广告宣传优势，具备扩大西部市场占有率的把握。 

同时，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有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极具优

势的物流成本，有利于降低公司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在成都建设生

产基地，能有效扩大公司市场的覆盖半径，降低公司产品的配货周期，以有效配

合公司西部地区渠道建设的推进。 

（4）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良好 

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达127,285.00万元，预计实现净利润

13,000.92万元；所得税后动态投资回收期9.86年；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3.04%；税后财务净现值2,232.44万元，抗风险能力也较强。财务分析可行，同

时可为社会提供一千余个工作岗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 

（三）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除用于以上两个项目建设外，剩余募集资金

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加强公司在家具制造行业的竞

争优势。 

1、补充流动资金规模 

拟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8,5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要 

公司在维持研发、生产、销售、管理等日常营运活动过程中均需要投入大量

资金，未来几年内公司仍将处于业务快速发展阶段，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随之



 

扩大，公司营运资金缺口需要填补。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国内床垫制造领军企业，

面临来自国内众厂商及国际一线品牌的直接竞争。为提升公司综合实力，适应日

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除内部留存收益外，通过外部直接融资进一步补充流动资金，

可在短期内有效增强公司实力，提升公司研发、制造、销售及管理水平，有利于

公司长期良性发展。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快速发

展的切实需要。 

（2）优化资产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为53.25%，流动负债占

负债总额的比例为94.86%。通过本次可转债发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以逐步实

现以长期负债替代短期负债，降低公司偿债压力，同时当可转债持有人实现转股

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下降，资产结构得以优化，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财务

成本，提高了公司的抗风险水平。 

四、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现有主业

紧密相关，上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公

司生产规模，提高盈利水平；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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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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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次发行可转债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

展提供保障。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