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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万林

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股份”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就万林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事项进

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60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51,820,932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4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850,381,494.12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8,435,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821,946,494.12 元。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公司该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6）第

0908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木材供应链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 12,366.00 8,387.55 613.70 
2 物流网点工程 47,350.60 44,507.10 3,399.93 
3 非洲加蓬项目 29,300.00 29,300.00 14,943.00 

合计 89,016.60 82,194.65 18,956.63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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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物流网点工程项目”，新增“江苏万林现

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加蓬NKOK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心项目”，具体变更如下： 

1、调整“物流网点工程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人民币 44,507.10 万元，

本次调减人民币 6,903.00 万元，调减后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37,604.10 万

元。 

2、新增“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加蓬 NKOK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

心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6,903.00 万元。 

此次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903.00 万元，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净额的比例为 8.40%。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物流网点工程项目”拟在太仓、张家港、靖江、连云港、青岛、日照、莆

田、天津、唐山、东莞、钦州等 11 个地区租赁 38 家木材货场，新增货场租赁面

积合计约 3,919.07 亩，预计总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7,350.60 万元，包括：预

付各货场前三年场地租金合计为人民币 30,313.90 万元，各货场的机械投资及开

办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7,036.70 万元（机械投资人民币 16,896.70 万元，开办费用

人民币 140.0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44,507.10 万元，“物流

网点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全部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万林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2、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物流网点工程项目”已累计租赁 28 家货场、仓

库，合计租赁面积约为 76 万平方米，合计已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6,031.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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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3,399.93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2,632.01

万元，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项目 
面积 

（平方米） 

货场场地租金投资情况 机械设备投资情况 

投资金额 

（万元） 

自有资金 

（万元） 

募集资金 

（万元） 

投资金额 

（万元） 

自有资金

（万元） 

募集资金

（万元） 

物流网点工程 760,000 5,748.61 2,427.01 3,321.60 283.33 205.00 78.33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充分契合了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不会对近期公司“物流网点工程项目”的建设有任何负面影响，

而且能够帮助公司进一步增强对木材进口全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完善物流网络布

局，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1、 此次变更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在投资建设“物流网点工程项目”的过程中，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投资策

略及建设方针，为了更好的应对市场竞争、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各区域市

场实际的仓储业务需要，适时推进既定的投资计划。鉴于实体经济整体增速放缓，

受木材市场外部环境影响，原有“物流网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将会在一定程

度上有所放缓。综合“物流网点工程项目”的进展，以及公司实施此次“江苏万

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加蓬 NKOK 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心项目”的资金需

求等因素，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公司拟缩减“物流

网点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共计人民币 6,903.00 万元，并将该部分募集

资金用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加蓬 NKOK 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

心项目”。 

公司拟将原拟使用募集资金所租赁的货场数量由 38 家调减为 31 家，新增货

场租赁面积由合计约 3,919.07 亩调减为 3,315.77 亩，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人民币

44,507.10 万元调减为人民币 37,604.10 万元。 

2、 此次变更契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缩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充分契合

了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会对近期公司“物流网点

工程项目”的建设有任何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帮助公司进一步增强对木材进口全

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完善物流网络布局，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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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新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 项目名称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加蓬 NKOK 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心项

目” 

2、 项目投资主体 

公司拟在香港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新项目投资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万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英文名称：Wanl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6,903.00 万元 

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原木、板材、木制产品的贸易 

（以上信息最终以香港注册处登记为准） 

3、 项目建设地点 

新项目在加蓬利伯维尔市 NKOK 开发区内，占地 41,256 平方米。 

4、 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 

新项目建设木材加工配送中心，总建筑面积 38,918 平方米（包括加工配送

车间、综合服务区、员工宿舍），购置木材加工配送设备，配置生产及管理人员。 

5、 项目投资 

新项目总投资估算为人民币 6,903.00 万元（按照 2018 年 9 月 28 日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 1 美元兑 6.8792 人民币元，约合 1,003.46 万美元）（包括土地费用、工

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预备费）。 

6、 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新项目建设周期 24 个月。 

（二）新项目可行性分析 

1、 新项目建设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木材及木制品的生产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人均

占有森林（木材）资源很少的国家。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生产建设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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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这些都不断刺激着木材的消费。近十几年来，木材消

费需求以平均每年 1,000 万立方米的速度迅猛增加，而与此同时，国内木材供应

缺口也在不断增大。目前国产木材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

的需求。随着木材缺口的越来越大，我国木材供应越来越依赖进口，木材供应

40%以上为进口，进口木材已占据了国内木材供给的半壁江山。 

加蓬是一个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境内森林茂盛，林业资源丰富，是非

洲主要林业生产基地，是世界木材储量和供应基地，加蓬森林面积为 21.82 万平

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84.7%，森林蓄积量 27.94 亿立方米，享有“绿金之国”

的美誉。木材业已经成为加蓬最大的私营就业部门，用工比例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28%，并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增长潜力。木材是加蓬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出口额

约占该国出口总值的 9%。加蓬约有 2,100 万公顷热带雨林，其中 1,070 万公顷被

批准用于开展商品木材生产。加蓬生产的木材绝大部分出口到中国。2010 年，

加蓬政府下令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木材，用以鼓励国内的成品加工和出口。位于

利伯维尔郊外 NKOK 的一个经济特区被设计为供公司加工和出口木制品的“一

站式商店”。  

公司以“前港后场，以港带产，循环经济”的创新型模式，依托公司在木材

贸易行业的龙头地位和靖江市港口园区的独特优势，整合物流、码头、代理进口

等资源，致力于提供优质的木材进口领域综合物流服务，旨在成为能够提供供应

链一体化服务的现代物流企业。2017 年，按照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在原有业

务链条基础上实现向上游延伸，收购了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林

国际”）55%股权。裕林国际拥有登记并设立于加蓬的 4 家林业公司（以下简称

“加蓬公司”）的控股权，上述加蓬公司主要从事原木砍伐、板材加工及木材出

口业务。该收购强化了公司“以国内木材产业供应链的优化升级为主线，依托已

有的集成服务能力与竞争优势，致力于为国内木材行业利用国际市场优化资源配

置提供最为专业的综合物流服务”的能力；有利于切入位于木材进口供应链源头

的“原木砍伐”、“板材加工”等业务环节，增强对进口木材源头的控制，增强

对木材进口全产业链的整合能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经济效益。 

基于以上背景，公司提出了在加蓬 NKOK 经济区建设木材加工配送中心，

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木材进出口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物流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的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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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平。 

2、 新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新项目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论坛上提出的“八大行动”，促

进非洲产业发展的具体体现 

2018 年 9 月 3 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习

近平宣布，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推进约翰

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 3

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 

新项目在加蓬 NKOK 经济区建设木材加工配送中心，扩大中国企业对非投

资，项目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论坛上提出的“八大行动”的积极响应。 

（2）新项目建设符合加蓬当地的政策要求 

近年来，加蓬已实施禁止原木出口政策，以此开始改变木材出口结构。通过

加快林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支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的

新型林业加工项目，促进经济增长和禁止原木粗放型采伐出口，大幅度增强加蓬

林业资源附加值。 

新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加蓬的资源优势，可以有效利用当地林业剩余资源，通

过集约经营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满足板材市场需求。新项目建设对优化加蓬林业

资源结构，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推

动作用。新项目建成后可以形成以加快森林资源有效利用为基础、以精深加工为

带动、以工业生产为支撑的产业链发展新格局。新项目将提高林木资源综合利用

率、延长加蓬公司在加蓬林业生产加工产业链，并实现当地资源再利用的多次增

值。新项目建设符合加蓬的相关政策，并且能有效地推动加蓬木材资源深度利用

水平，加快实现加蓬林业产业化转型发展目标的实现。 

（3）新项目建设是公司顺应我国木材行业发展趋势，拓展国际市场的需要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林木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出口国家之一；我国也

是全球第二大木材消耗国、第一大木材进口国。同时，我国又是一个林木资源匮

乏的国家。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年木材消费量已突破 5 亿立方米，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木材需求缺口将达到 2 亿立方米。因实木家具产业的快速增长，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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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木材消耗增长了 173%，预计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近年来，

我国锯材的进口量整体体现高速的增长势态。2017 年，我国 3,739 万立方米的锯

材进口量为最近 10 年的最高水平，相比 2016 年的 3,151 万立方米的进口量，增

长了近 19%；相比 2006 年的 606.8 万立方米的进口量，增长了 6.16 倍。最近几

年，我国木材加工行业发展迅速，但森林资源匮乏所致的木材原料短缺，使得国

内木材加工行业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木材原料。因此，围绕木材进口领域的专业

码头建设以及木材专业物流企业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木材行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公司拥有专有码头以及多年的木材代理进口经验，新项目在加蓬建

设木材加工配送中心，将物流服务从国内延伸到国外，服务国际客户，是公司顺

应我国木材行业的发展趋势，拓展国际市场的需要。 

（4）新项目建设是公司完善物流网点，提升盈利能力的需要 

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进口木材供应链管理的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依托子公

司靖江盈利港务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重要木材码头的行业地位，结合自身在木材专

业物流以及木材进口代理领域的专业业务能力，为国内众多木材行业企业提供包

括进口代理、港口装卸、仓储、货运代理、船舶代理、货物配载、物流配送等业

务在内的综合物流服务。收购裕林国际之后，业务链条向上游延伸，在加蓬增加

了木材采伐、加工业务。 

为进一步强化在主要木材进口口岸及木材集散地的物流服务能力，公司还通

过建设物流网点以推进异地扩张。新项目在加蓬建设木材加工配送中心将进一步

完善公司的物流网点布局，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新项目的风险提示 

（一）新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1、 本次交易的备案或确认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取得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方商务厅（局）及外汇管

理等部门的备案和确认，能否取得上述备案和确认，以及取得的时间尚存在不确

定性，存在一定的风险。 

2、 跨国经营风险 

本次新设立全资子公司位于香港，新建设项目位于加蓬，其商业环境、法律

制度、政策体系、文化特征均与国内存在较大区别，经营管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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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3、 木材行业变化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从事木材加工及配送业务，受诸多外部因素影响，行业后

续发展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4、 汇兑限制风险 

加蓬实行一定的外汇管制政策，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必须经金融机构委员会

的批准，并受到限制，但允许其他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入。加蓬居民或非居民持有

的外国债券、外币以及对外国或非居民拥有的各种债权，必须存放在指定银行内。 

外国企业在加蓬的直接投资必须向财政、预算部申报，除非投资者采取以未

分配利润再投资来增加资本的形式。财政、预算部可在收到申报两个月内要求推

迟项目。无论加蓬向境外投资还是外国企业或居民在加蓬直接投资，投资和清算

都必须在每一活动 20 天内向财政、预算部报告。 

在加蓬投资注册的企业，其外汇收入要在一个月内返回加蓬境内，以便对外

汇进行管制。外国投资者有权把投资资本、经营活动中实现的利润和派出雇员的

工资储蓄自由汇回本国。 

5、 金融体系风险 

加蓬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外资企业融资困难。目前，尚未有中资银行在加

蓬设分行或办事处。在融资条件方面，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但由

于当地缺乏资金，银行规模普遍较小，对外企融资申请较为苛刻，因此加蓬外资

企业在加蓬当地贷款融资渠道较少且融资金额较低。 

五、新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取得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方商务厅（局）及外汇管

理等部门的备案和确认。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变更“物流网点工程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 2016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6,903.00 万元用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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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加蓬 NKOK 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心项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

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是基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升预期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的变更不影响其他项目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程序合

法、合规。 

七、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变更“物流网点工程项目”的投资规

模，并将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6,903.00 万元用于“江

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加蓬 NKOK 开发区木材加工配送中心项目”，该事

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风险，确保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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