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搜于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搜于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47 号文核准，2016 年 10 月，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98,412,698 股，发行价

为每股 12.6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499,999,994.80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6,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463,999,994.80 元，已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8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会计师费、

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752,576.71 元，加上可抵

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2,080,188.68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464,327,606.77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144 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相关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120,000 120,000 

2 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 50,000 50,000 

3 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32,083 3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 50,000 

合计 252,083 250,000 



根据公司 2018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8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的部分

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截至2018年10月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剩余募集

资金及利

息 

1 
时尚产业供应

链管理项目 
120,000.00 120,000.00 95,115.00  79.26% 28,143.08 

2 
时尚产业品牌

管理项目 
50,000.00 20,000.00 9501.00  47.51% 12,789.81 

3 
仓储物流基地

建设项目 
30,000.00 30,000.00 - - 31,552.85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46,400.00 46,579.83 100.39% 0.00 

5 

优化时尚产业

供应链管理项

目 

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 0.00 

合计 250,000.00 246,400.00 181,195.83 73.54% 72,485.74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用于“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和“时尚产业品牌管

理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40,932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

实施，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业绩，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

利息28,143万元人民币和“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12,789万元人民币，合计40,932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

供应链管理项目”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源具体为：将在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用于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28,093万元人民币、在全资子公司供应链管理公

司募集资金账户中用于“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50万元人民币和在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中用于“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的12,789万元人民币，合计40,932

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中，未来两年内，由供应



链管理公司将上述资金用于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运营。 

此次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为40,932万元，不构成关联交易。 

为做好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运营，公司向供应链

管理公司增资，具体方案为： 

（1）由公司向供应链管理公司出资28,093万元人民币（其中20,226万元人民

币补齐应缴纳的对供应链管理公司实缴出资，7,867万元人民币用于增加供应链

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2）由公司向品牌管理公司出资12,789万元人民币（其中10,622万元人民币

用于补齐应缴纳的对品牌管理公司实缴出资，2,167万元人民币用于增加品牌管

理公司注册资本），品牌管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52,167万元

人民币后，再由品牌管理公司向供应链管理公司增资12,789万元人民币。 

（3）公司及品牌管理公司分别向供应链管理公司增资7,867万元人民币和

12,789万元人民币后，供应链管理公司注册资本由15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70,656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供应链管理公司股权74.93%，品牌管理公司持有

供应链管理公司股权25.07%。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积极推进战略规划的实施，实现业务的转型升级，特别是时尚

产业供应链管理业务发展迅速，供应链管理业务已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收入和利

润来源。公司在供应链管理业务两年多的运营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发现供应

链业务运营实施模式能够进一步优化：在供应链管理业务运营中发现，不同地区

的各项目子公司存在有共同的供应商的情况，如通过供应链管理公司进行集中采

购，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采购的优势，提升运营效率，促进供应链管理业务的优

化和发展。为此，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的部分募集

资金3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具体方式为全

资子公司品牌管理公司以募集资金向供应链管理公司增资30,000万元人民币，由

供应链管理公司将该部分资金投入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运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项目进展顺利，实现效益情况超过了预期规划水平。当

前，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复杂的内外环境影响，服装纺织行业的市场格局不断变化，



公司需要不断优化现有业务结构，积极应对各方面挑战。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入项目，将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投入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

理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不断增加经营业绩。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供应链管理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变更后的募集资金40,932万元，全部

用于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运营。供应链管理公司通过

对全国各区域的供应链资源及市场资源进行统一分析管理，提供相关的集中采购

等供应链管理服务，从而构建一个覆盖范围更广、供应能力更强且具有很大灵活

性的时尚产业供应链服务体系，从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汇集供应链资源，为时尚

产业商家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采购、仓储、配送等一系列供应链服务。 

（二） 项目可行性分析 

1、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背景 

2015年以来，公司深刻认识到中国时尚生活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新

阶段，时尚生活产业蕴含着巨大的转型需求和发展机遇，为此，公司制定了新的

战略规划纲要，在巩固提升现有服装品牌业务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在时尚产业

深耕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等时尚生活产业各项增值业

务。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公司在时尚服装领域经营多年，每年的服装销售量达到

数千万件，拥有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设计研发、集中采购、仓储配送等供

应链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与数量众多的生产厂商及原材料厂商建立了合

作关系，在行业资源整合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 

2016年10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047号文核准，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98,412,698股，收到募集

资金净额2,464,327,606.77元。公司将该募集资金投入“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投

入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120,000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 

在“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方面，公司以“供应链管理公司”作



为实施主体，由该子公司在全国各个地区投资设立多家控股型项目子公司，并以

股权联合的形式，吸引那些在时尚产业具有丰富行业经验和行业资源的合作伙伴

共同参与，汇聚本区域的供应链资源和市场资源，构建一个覆盖范围广、供应能

力强且具有很大灵活性的时尚产业供应链服务体系。该体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汇

集供应链资源，为时尚产业商家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采购、仓储、配送等一

系列供应链物流服务，以及研发设计、采购规划方面的支持。目前，供应链管理

业务发展迅速，已成为公司主要的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 

同时，自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两年多以来，公司不同地区的各控股

型项目子公司分别独立运营，在采购方面也存在向相同供应商采购的情况，如通

过“供应链管理公司”进行集中采购，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采购的优势，提升运营

效率，促进供应链管理业务的优化和发展。为此，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

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3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于“优化时尚产

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具体方式为全资子公司品牌管理公司以募集资金向供应链

管理公司增资30,000万元人民币，由供应链管理公司将该部分资金投入用于“优

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运营。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有待进一步投入资金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 

2、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 

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受到复杂的内外环境影响，纺织服装行业的市场格局不

断变化，公司需要不断优化现有业务结构，积极应对各方面挑战。通过增加资金

投入，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效率，

增加经营业绩： 

① 通过进一步汇集供应商资源，发挥公司及子公司各自优势，能够提高经

营效率 

供应链管理旨在为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采购、仓储、配送等一系列供应

链服务，公司不同地区的各控股型项目子公司分别独立运营，在采购方面存在向

相同的供应商采购的情况，通过“供应链管理公司”开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



管理项目”，能够进一步汇集供应商资源。今年以来，公司优化提升供应链管理

业务模式，更好地发挥公司与各子公司的各自优势，公司的优势主要是提供设计

研发新产品、集中采购，各子公司具有拓展更多市场下游客户资源的优势，公司

通过汇集下属各供应链管理子公司订单，获取上游的优惠价格，销售给各子公司

并由其进行分销。公司通过“供应链管理公司”进一步整合其控制的各项目子公

司的供应商资源，充分发挥公司及各项目子公司的各自优势，开展集中采购，公

司能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实现跨区域的供应链管理。 

② 通过汇集各区域行业资源，能够扩大各项增值服务的基础 

通过“供应链管理公司”直接开展供应链业务，公司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汇集

各区域的行业资源，强化与产业链内更多上下游企业的联系，为在产业链开展各

项增值服务进一步奠定客户基础。 

（2）可行性 

2018年6月以来，公司以供应链管理公司为主体实施“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

管理项目”，直接开展集中采购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2018年第

三季度，供应链管理公司实现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业务收入6.59亿元，净利

润1,374万元，超过了预期规划水平，为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

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进一步投入资金扩大经营规模，能够提高公司的

整体运营效率，增加经济效益。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计划分两年实施完成，根据已实施的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运

行状况，经测算在实施后未来两年将分别为公司新增营业收入16.37亿元、24.56

亿元，新增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430亿元、0.645亿元。 

（四）风险提示 

1、项目投资风险 

公司对进一步“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进行了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

究和论证，将努力按照该投资项目计划实施建设并达到预计效益，但项目的可行

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做出的，仍存在因未来市场环

境发生较大变化、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不可预见因素等导致项目延期或无法实施，



或者导致投资项目出现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2、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将继续围绕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为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的增值服务。虽然公司在时尚产业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产业资源，

但是公司仍然面临在新的业务领域存在专业人才不足、风险控制经验缺乏的问题。

若公司不能及时引进和培养充足的符合新的业务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并建立完

善的内部约束机制及风险控制制度，项目实施将面临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综合市场外部环境及公司内部战略

定位作出的谨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募投变更后，将进一步增

强公司在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巩

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将起到重要作用。 

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搜于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议案已经搜于特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搜于特全体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搜于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对募

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作出的适当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促进公司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与发展。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

定。监事会同意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对

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作出的适当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促进公司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与

发展。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等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长城证券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运营

情况，对募投项目进行充分分析、论证后作出的适当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促进公司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的实施与发展。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等的规定。保荐机构同意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本次募投变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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