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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股票简称：苏宁电器                 编号：2005-044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述或重大遗漏述或重大遗漏述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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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字〔2004〕97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2004 年 7 月 7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为 16.33 元/股，并于 2004

年 7 月 21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39,460.21 万元，已全部到位。 

1.1 拟变更项目情况 

公司申请发行上市之初，经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苏计经贸发（2003）73 号文批准，

拟以募集资金 9,963.20 万元投入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以下简称“原投资项目”），投入募

集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5.25%。 

因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地挂牌出让时其实际的出让面积、出让政策、规划用地性质

等与原募集资金项目规划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公司原计划拟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

合进行该项目的建设。截止 2005 年 7 月 30 日，该项目已投入 2,563.37 万元；其中，公司以

募集资金投入 1240.87 万元（购买测绘图费用 1.38 万，土地款及相关税费、公证费等 1,239.49

万元），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投入 1,322.50 万元（土地款及相关税费、公证费等 1,322.50

万元）。 

考虑到实施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外部因素已经发生变化，为降低投资风险，公司拟

终止该项目，经前期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初步沟通，若此项建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将独立负责承担受让地块的开发，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公司前

期投入募集资金共计 1240.87 万元。 

1.2 新项目情况 

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终止后，原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共计 9,963.20 万元，公司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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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六地区连锁店建设项目，具体为公司联合其他股东分别对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福建苏

宁电器有限公司、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

司、沈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分别持有上述公司 89.32%、90%、90%、

90%、90%、90%的股权，新增资金将用于上述公司开设 19 家连锁店。上述增资，公司拟共

使用资金 11,900 万元，以连锁店项目确定的先后顺序确定对子公司的增资顺序，先使用募

集资金 9,963.20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因为市场竞争因素导致新增连锁店在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以募集资金补偿自有资金投入。 

1.3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05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终止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将原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9,963.20 万元改变用途，用于六地区连锁店建设项目。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到的关联董

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予以回避并放弃了表决权，由非关联的董事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

和保荐机构业就本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二、无法实施原项目的具体原因 

由于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从规划到募集资金到位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政府部

门政策发生了变化，因此该项目用地挂牌出让时其实际的出让面积、出让政策、规划用地性

质等与原募集资金项目规划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动。鉴于该项目用地公开挂牌出让的实际面

积超过募集资金项目承诺面积，规划用地投入超出募集资金项目承受范围，公司原计划拟与

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的建设。 

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联合实施项目建设的各方必须就项目地块开发成立项目公司，并

在项目建成后按照各自投资的比例划分资产和分享收益。考虑到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为公

司第二大发起人股东，公司认为双方联合成立项目公司并在项目建成后划分资产和分享收益

将多次发生关联交易，会对公司运作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因为此次出让地块范

围内的拆迁需由受让人自行调查并依法实施拆迁，故此地块的拆迁费用及拆迁周期将直接受

制于与用地范围内住户的谈判和逐个协议的达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对公司而言，项

目建成周期长且项目管理、控制难度较大。 

鉴于上述情况，本着为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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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终止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更改项目原计划使用的募集资金 9,963.20 万元。经前期与

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初步沟通，若《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经公司 200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将独立负责承担受让地块的开发，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公司前期投入募集资金共计 1240.87 万元。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项目终止后，原用于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共计 9963.20 万元，公司计划用

于六地区连锁店建设项目，具体为： 

1、拟使用资金 2000 万元，联合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增资 2239.14 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北京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89.32％的股权，新增资金将用于在朝阳区亚运村商

圈、朝阳区管庄商圈、石景山区八角商圈开设店面。 

2、拟使用资金 1980 万元，联合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增资 22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上海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新增资金将用于在宝山区北上海商圈、

江湾镇商圈、南汇区核心商圈开设店面。 

3、拟使用资金 1530 万元，联合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增资 17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深圳市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新增资金将用于在罗湖区翠竹路商

圈、华强北商圈开设店面。 

4、拟使用资金 1980 万元，联合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增资 22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武汉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新增资金将用于在武昌中南路商圈、

汉口解放大道商圈、武昌司门口商圈开设店面。 

5、拟使用资金 2430 万元，联合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增资 27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福建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新增资金分别用于： 

1）在福州福新路商圈、华林路商圈开设店面； 

2）增资厦门福厦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在厦门前埔区莲前东路商圈、中山路商圈开设店

面； 

3）设立漳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在漳州延安路商圈开设店面。 

6、拟使用资金 1980 万元，联合沈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对其增资 2200 万元，

增资后公司持有沈阳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新增资金将分别用于： 

1） 在沈阳铁西商圈开设店面； 

2）增资大连沈大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在西安路商圈、沙河口商圈开设店面。 



 4

上述增资，公司拟共使用资金 11,900 万元，以项目确定先后顺序确定对子公司的增资

顺序，先使用募集资金 9,963.20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新增连锁店面明细如下：  

序

号 

连锁店

名称 

所属

城市 

所属商

圈 
项目情况 

新增营业

面积（平方

米） 

预计年销

售（万元） 

1 大屯店 北京 
朝阳区亚

运村商圈 

位于亚运村新商业区附近，主要道路有安立路、大屯

路等；附近商业企业有北辰购物中心等。 
6000 15000 

2 管庄店 北京 
朝阳区管

庄商圈 

位于通州区城关镇附近，主要道路有京通快速路、朝

阳北路等；附近商业企业有华润超市、大中电器等。 
3000 11000 

3 八角店 北京 
石景山区

八角商圈 

位于石景山八角游乐园附近，主要道路为石景山路等；

附近商业企业有华联商厦、东方家园、大中电器等。 
3000 10000 

4 北上海店 上海 
宝山区北

上海商圈 

位于宝山区新城，该商圈西起沪太路（顾村镇），东至

同济路（杨行镇），南起环北大道（淞南镇、庙行镇），

北至月浦镇；附近商业企业有永乐生活电器、国美电

器、家乐福大卖场、好美家建材大卖场、宝山购物中

心等。 

5000 12000 

5 江湾镇店 上海 
江湾镇商

圈 

位于宝山区、杨浦区、虹口区交接地带，主要道路有

三门路、吉浦路等；附近商业企业有易初莲花、乐购

等。 

3600 14000 

6 南汇店 上海 
南汇区核

心商圈 

位于南汇区的核心商圈，该商圈西起十字街路，东至

城东路，南起卫星西路，北至人民东路；附近商业企

业有联华、南汇精品商厦、靖海百货、观海商厦等。 

4000 15000 

7 翠竹店 深圳 
罗湖区翠

竹路商圈 

位于罗湖区翠竹路，主要道路有翠竹路、太宁路等；

附近商业企业有万佳百货、新一佳、华润超市、吉之

岛以及国美电器等。 

2900 12000 

8 华强北店 深圳 
华强北商

圈 

位于华强北核心商圈，主要道路有华强北路、振兴路、

振华路等；附近商业企业有群星购物广场、百佳超市、

铜锣湾广场、紫荆商业广场、华润万佳、国美、顺电、

永乐等。 

4000 25000 

9 中南店 武汉 
武昌中南

路商圈 

位于中南路商业圈核心地区，主要道路有中南路、武

珞路；附近商业企业有中商广场、中南商业大楼、世

纪中商百货、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等。 

6500 25000 

10 
解放大道

店 
武汉 

汉口解放

大道商圈 

位于解放大道仁寿路附近，主要道路有解放大道、西

汉正街等；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易初莲花、国美等。 
6000 14000 

11 司门口店 武汉 
武昌司门

口商圈 

位于武昌传统商业集散地—司门口。主要由解放路、

中华路、民主路、彭刘杨路等道路组成；附近主要商

业企业有九通商城、明日广场、广州商城、武昌商场、

国美电器、武商量贩、天丽百货、华联超市、麦当劳、

肯德基、德克士等。 

3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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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福新路店 福州 
福新路商

圈 

位于建安区福新路商圈，当地趋于性商业中心，有一

定的商业氛围。 
4500 13000 

13 华林路店 福州 
华林路商

圈 

位于华林路商务中轴线，东临六一商务圈，西接五四

路金融一条街，北靠省体中心五四北新区，南连温泉

公园高档社区，是福州高档消费商圈，辐射区域较广；

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永辉超市、华都超市、麦当劳、

德克士等。 

3500 14000 

14 前埔店 厦门 

前埔区莲

前东路商

圈 

位于莲前东路莲丰商厦，明发大酒店附近，主要道路

有莲前东路、洪莲路等；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易初莲

花(筹)、联丰商城等。 

3600 10000 

15 中山路店 厦门 
中山路商

圈 

位于厦门中山路，该商圈西起工人文化宫，东至轮渡

码头，南起镇海路，北至思明北路，主要道路有中山

路等；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莱雅百货、巴黎春天百货

中山店、永乐海景店、好又多、屈臣氏、肯德基、麦

当劳等。 

4500 15000 

16 延安路店 漳州 
延安路商

圈 

位于延安路附近，主要道路有延安北路、胜利西路等；

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肯德基、华都百货等。 
4200 15000 

17 铁西店 沈阳 铁西商圈 

位于铁西商圈，该商圈西起保工南街，东至齐贤南街，

南起南六中路，北至北四中路，主要道路有建设中路、

保工南街等；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天津家世界、家乐

福超市、乐购、铁西百货大楼、国美电器等。 

4000 13000 

18 西安路店 大连 
西安路商

圈 

位于西安路商圈，该商圈从长江路与西安路交汇处至

黄河路与西安路交汇处,地处大连西部商业中心，主要

道路有西安路、黄河路等；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二百、

百盛、家乐福、科技谷、锦辉商城、机车大厦、大连

电子城等。 

4200 15000 

19 春柳店 大连 
沙河口商

圈 

位于沙河口区华北路与李家街附近，主要道路有华北

路、李家街等；附近主要商业企业有友谊商城、新华

书店、春柳大市场、春柳夜市等。 

3200 10000 

合      计 79200 268000 

以上店名最终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后的为准。若因为市场竞争因素导致新增连锁店在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以募集资金补偿自有资金投入。 

 

四、风险预测 

六地区连锁店建设项目潜在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人员培训、经

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引进产品的差异，对连锁经营

的硬件、软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公司运用的 ERP 系统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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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计算机系统的以来和安全性隐患，所以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采取坚持服务品牌定位、加快连锁网络发展速度、强化市场导向

意识、降低运行成本、储备人才、建立连锁标准化、启用计算机备用系统等多种措施加以解

决。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通过新增六地区连锁店建设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募集资金按照

原计划完成投入，保证了公司募集资金项目预期收益的实现，对公司在部分重要地区的竞争

能力及公司的连锁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终止“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能有效规避该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变更后的

项目旨在进一步推进公司的连锁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并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同时，

公司在连锁发展方面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对新项目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此次变更是公司基于“以最低投资成本产出最大效益”的原则出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的要求,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且在关联董事回避的情况

下表决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合法，对提升公司在部分重要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必

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没有发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天同证券及保荐代表人何黎辉先生认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环境和条件发生客观变化

是正常的市场现象，苏宁电器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其决策合法、合

规、符合程序，天同证券和何先生对此没有异议。因拟投项目在选址、盈利能力等方面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天同证券和何先生建议公司股东仔细阅读《董事会决议公告》及新《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后独立判断。 

 

八、关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 200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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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3、 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