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7 年度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艺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永艺股份发行 2,500 万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2,386 万元，已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或“我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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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指引》的规定，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及督导项目组人员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笔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由公司提供。公司已
向本保荐机构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所涉及的所有文件、资料、笔
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全部责任。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5 日，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徐懿及项目组人员牟英
彦通过考察经营场所、访谈公司高管、调阅相关资料等手段对公司自上次现场检
查日（2016 年 12 月 8 日）至本现场检查日（以下简称“检查期”）的有关情况
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二）信息披露情况；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成的治理机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会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别为
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三者与公司高级管理层共同构
建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公司的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3 名；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监事会
设监事会主席 1 名。
公司在财务会计、募集资金、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
重大事项方面均建立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检查期内，公司能够遵守既定制
度，日常运作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二）信息披露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根据现行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工作。经
检查，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内部申报、审批等流程以及相关文件记录完整齐备，保
荐机构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符合制度规定，有关记录文件保存完整；公司已
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披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的独立性
经检查，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
（1）资产独立
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
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等资产的所有权

或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产权属清
晰，生产经营场所独立，对所有资产拥有完全的控制支配权。
（2）业务独立
公司独立从事业务，不依赖股东单位和其他关联方，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3）人员独立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选举或聘任，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超越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职权
做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形。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本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担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领薪。公司的财务
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兼职。
（4）机构独立
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总经理负责的管理层等机
构及相应的议事规则，形成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建立了适应经营管理需
要的组织结构，拥有完整的业务系统及配套部门，各部门已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公司与股东单位之间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各职能部门与股东单位
及其职能部门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股东单位不存在干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情形。
（5）财务独立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专职财务管理人员，建立了独立、完整
的财务核算体系。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受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影
响。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及管
理特点，制定了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独
立办理纳税登记，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的情况。
2、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
金往来、代垫费用等事项。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往来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资金
往来、代垫费用等事项。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及管理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4 号”文批准，公司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0.22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255,5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1,640,000.00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223,86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到账。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7 号《验资报告》。
（2）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分别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专户”）。2015 年 1 月 20 日，永艺股份、保荐机构与前述三家银行分别签
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我公司委派
保荐代表人徐懿、张邦明对该专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期内，上述
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3）专户余额
经检查，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098.67
万元，各专户明细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

33001647127053020407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

1205290019000733038

合

19135101040023719

计

余额（万元）

17.89
178,926.82
1,080.65
0.13
10,806,531.35
1,098.67

经检查，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1,691.40 万元，
10,80
同时，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

6,531
.35

2、募集资金使用
（1）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9,081.9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对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健审
[2015]207 号《关于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认为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同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予以置换；保荐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2）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5 年 2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
1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理财
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以实际发生额并连续十二个月内循环
使用为计算标准，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逐步递减。授
权公司董事长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合同文件。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含 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以实际发生额并连续十二个
月内循环使用为计算标准，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逐步
递减。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15 年第
4720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保本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 2015 年第 7 期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保本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 2015 年第 14 期

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15 年第 保本浮动
5110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15 年第 保本浮动
5391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34 天”人 保本保证
民币理财产品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2015 年第
16 期专项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15 年第 保本浮动
578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34 天”人 保本保证
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2015 年第 保本浮动
6338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62 天”人 保本保证
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34 天”人 保本保证
民币理财产品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2015 年第
33 期专项人民币理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人
民币理财产品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保证
收益型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62 天”人 保本保证
民币理财产品
合

计

收益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理财

(天)

收益

7,000.00

2015.02.10 2015.04.01

50

40.27

2,750.00

2015.02.15 2015.03.30

43

15.23

2,750.00

2015.04.02 2015.05.05

33

11.19

7,200.00

2015.04.03 2015.05.12

39

33.85

6,500.00

2015.05.14 2015.06.25

42

29.92

700.00

2015.05.15 2015.06.18

34

2.67

2,500.00

2015.06.03 2015.09.03

92

31.51

6,500.00

2015.07.03 2015.08.14

42

27.67

6,500.00

2015.08.19 2015.09.22

34

21.19

6,200.00

2015.09.28 2015.11.12

45

28.28

4,000.00

2015.11.14 2016.01.15

62

22.08

1,000.00

2015.11.14 2015.12.18

34

2.93

2,500.00

2015.09.10 2016.03.09

181

52.07

1,000.00

2015.12.30 2016.12.29

365

18.95

3,000.00

2016.01.19 2016.03.21

62

15.80

60,100.00

353.61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实施地点、超募资金使用等
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1、关联交易

检查期内，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2、对外担保
经项目组人员核查并经公司确认，检查期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未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担保。
3、重大对外投资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六）经营状况
根据 2017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公司第三季度报，2017 年 1-9 月，公司营业
总收入 1,304,031,213.31 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31.10%；公司净利润 89,612,241.07
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5.13%。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50,910,409.20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11.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0,782,197.19 元，
较上年期末增长 9.34%。
检查期内，公司坚持主业为核心，稳健经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事项及建议
建议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积极组织开展并加强上海
证券交易所主板最新相关法规（规定）的学习，以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
国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备查资料，能够如实回答
保荐机构的提问并积极配合现场工作的开展。

六、现场检查的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检查期内公司表现出良好的独立性、内部治理规
范、募集资金使用合规、经营情况良好、财务数据稳健，在上述各方面均不构成
重大风险，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