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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2006－025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电器”、“公司”）200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方案于 2006 年 5 月 8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06 年 5 月 24 日经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于 2006 年 5 月 26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受理，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6 年第 4 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21 号文核准。 

公司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7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2,50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 120,000 万元。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天衡验字（2006）37 号验资报告》验证，该笔资金已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汇入公司账户。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一、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2、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500 万股。 

3、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48 元/股。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98％，48 元/股的发行价格相当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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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150.94%，相当于本次发行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98.20%，相对于本次发行前一个交易日（2006 年 6 月

16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53.87 元折扣 10.90%。 

4、募集资金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衡验字（2006）37 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律师费用、验资费用）49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502 万元，其中股本 2,500 万元，

资本公积 117,002 万元。 

5、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代销的方式承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与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06年 6月 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06 年

6 月 23 日，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2006 年 6 月 21 日）起一年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1、发行对象 

序号 投资者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锁定期限 

1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0 19680 12 个月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 28800 12 个月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 28800 12 个月 

4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 28800 12 个月 

5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 7200 12 个月 

6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 5760 12 个月 

7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960 12 个月 

－ 合 计 2,500 120,000 － 

上述发行对象与本次发行前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2、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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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航都大厦 13C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428 号九洲港大厦 4001 室 

法定代表人：梁棠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3）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法定代表人：凌新源 

注册资本：13,800 万元 

（4）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9 层 

法定代表人：彭越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5）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城市广场中信大厦 16 楼 

法定代表人：徐英 

注册资本：13,000 万元 

（6）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300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40 楼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7）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大沽路 288 号 6 幢 538 室 

法定代表人：桂水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四、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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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业务快速增长，在行业内居领先地位，发展前景

良好。同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运作规范，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利于提升苏宁电器的竞争力，有利于苏宁电器的持续发展。因此，长江巴黎

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特向中国证监会推荐苏宁电器 200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推荐苏宁电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承担保荐机构的相应责任。 

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投入以下三个项目： 

1、100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 

公司计划运用租赁店面的方式在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发展 100 家连锁

店，新增营业面积 351,900 ㎡，形成 85.37 亿元（含税）的年销售规模。 

公司将通过联合其他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的方式，由控股子公司开设连锁店，实

施本项目。 

本项目建设期为 6－9 个月，项目总投资 82,01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及相关开办费用

投资 58,73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3,283 万元。拟利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50,000 万元，

其余部分通过公司自筹和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增资的方式解决。经测算，本项目所得税后内

部收益率为 15.08%，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18 年（含建设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依据“先开先用，用完为止”的原则以本项目 100

家连锁店开设的先后顺序确定对控股子公司的增资顺序。若因市场竞争因素导致连锁店在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补偿自筹资金投入。 

2、江苏物流中心项目 

公司计划在南京新建江苏物流中心项目。该项目将承担部分全国统购商品的总库仓储和

长途调拨职能，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连锁店销售商品的长途调拨、门店配送、零售配送

（以南京为中心，辐射范围 300 公里以内地区的长途调拨、门店配送，辐射范围 150 公里以

内地区的零售配送）等，满足约 100 亿元的年商品周转量的作业要求。 

本项目建设期为一年，项目总投资为 15,310 万元， 

公司计划在南京新建江苏物流中心项目。该项目将承担部分全国统购商品的总库仓储和

长途调拨职能，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连锁店销售商品的长途调拨、门店配送、零售配送

（以南京为中心，辐射范围 300 公里以内地区的长途调拨、门店配送，辐射范围 150 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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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区的零售配送）等，满足约 100 亿元的年商品周转量的作业要求。 

本项目建设期为一年，项目总投资为 15,310 万元，拟全部利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经测算，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5.02%，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68 年（含建设期）。 

本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公司的区域物流整合，在有效保障货源的前提下加快库存周转

率，有效节约人力成本和租赁费用，提高作业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配送服务质量和品牌

形象。 

3、信息中心项目 

公司计划在现有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对信息系统实施进一步的升级，建设数据中心机房，

建立企业的网络、硬件、数据备份的安全机制，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包括 ERP 系统、客户服

务系统和电子商务系统在内的应用软件平台。 

本项目建设期为一年，项目总投资为 13,172 万元，拟全部利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本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支撑公司未来连锁业务的拓展，加强公司的系统数据处理能力和

安全运行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应用能力，有利于企业的长期持续稳定

发展。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502 万元，100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投入 50,000 万元，江

苏物流中心项目投入 15,310 万元，信息中心项目投入 13,172 万元，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的流动资金。 

六、股份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份 发行后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2,876,000 66.46% 25,000,000 247,876,000 68.78% 

其中：境内法人持有 55,719,000 16.61% － 55,719,000 15.46% 

境内自然人持有 167,157,000 49.85% － 167,157,000 46.38% 

机构配售股份 － － 25,000,000 25,000,000 6.9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2,500,000 33.54% － 112,500,000 31.22%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112,500,000 33.54% － 112,500,000 31.22% 

合   计 335,376,000 100.00% 25,000,000 360,376,000 100.00%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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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七、本次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360,376,000 股，公司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

指标将发生改变，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每股净资产（元）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2005 年 12 月 31 日 2006 年 3 月 31 日 2005 年 2006 年 1－3 月 

本次发行前 3.49 3.59 1.05 0.10 

本次发行后（模拟计算） 6.56 6.66 0.977 0.093 

八、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近东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淮海路 68号 

经办人员：任峻、韩枫 

联系电话：025-84418888-88155 

传真：025-8446700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格平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4901 室 

保荐代表人：朱峰、孙玉龙 

项目主办人：王霄 

其他经办人员：陈亿律、郁俊松 

联系电话：021-38784899 

传真：021-50495603 

（三）财务顾问 

名称：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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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员：钮蓟京、范信龙、马军 

联系电话：021-68864156，68864786 

传真：021-68865179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26 号 4－5 楼 

负责人：王凡 

经办律师：朱增进、许成宝 

联系电话：025－86631336，83302638 

传真：025－83329335 

（五）审计和验资机构 

名称：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正洪街 18 号东宇大厦 8 楼 

法定代表人：余瑞玉 

经办会计师：郭澳、林捷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24882 

九、备查文件 

1、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非公开发行 A 股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