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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7年第 58次会议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审核意见，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审核意见要求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的内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

报告书”中各项词语或简称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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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10 月 11 日，天创时尚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有关调减募集配套资

金安排的议案》，同意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涉

及的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调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依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定，调减或取消

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此，公司调减本次交易方案中涉及的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不构成对原方案的重大调整。本次调减募集配套资金在公司 2017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之内，故无需另行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从不超过 38,66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

过 23,660.00 万元，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现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原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具体用途 

1 支付现金对价 21,400.00 36,400.00 支付购买小子科技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 

2 支付本次交易的发行费用 2,260.00 2,260.00 支付本次交易的发行费用 

合计 23,660.00 38,660.00  

上市公司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调整募集资金金额，将以自有资金 15,000 万元以

及募集资金 21,400 万元支付现金对价。 

（二）现有货币资金情况 

1、货币资金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货币资金余额为

21,617.16 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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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库存现金 7.17 13.27 

银行存款 21,610.00 30,065.73 

合计 21,617.16 30,079.00 

上市公司持有的 21,617.16 万元货币资金中，用途受限、只能专款专用的款项共计

94.66 万元，该笔款项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放项目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可使用余额。该笔款项存于募集资金账户，根据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应当专

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为 21,522.50 万元。 

2、其他流动资产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2017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报表，其他流动资产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5,200.00 30,000.00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1,596.70 1,291.24 

预缴企业所得税 - 83.49 

合计 36,796.70 31,374.7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为公司所购买的理财产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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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循环

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银行理

财产品。经公司于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可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2 亿元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理财产品余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金额 

募集资金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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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金额 

自有资金 15,200.00 

合计 35,200.00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在未来赎回后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以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在未来赎回后可作为上市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并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6 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2016]40 号）核准，广州天创时尚

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283.8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316.18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已累计实际投入所涉及使用募集资金项目款项合

计人民币 43,978.15 万元，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9,338.03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仍然存放在募集资金

账户中的金额为人民币 94.66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20,000.00 万元

（其中包括累计实现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756.63 万元）。 

（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目前公司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授信，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公司目前有效的

银行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27,0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授信银行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有效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支行 
《授信业务总协议》 GSXZ476782014109 18,0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非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协议》

及其修改协议 

FA762946111107 

FA762946111107-d 
9,000.00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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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银行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有效期 

合计 - - 27,000.00 - 

上述授信为银行短期授信，用途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能用于项目型投资，无法

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获得资金，将大幅增加公司的财务费

用，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五）未来现金需求情况测算 

上市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历史经营情况，基于以下假设模拟了 2017 年与 2018 年资

金使用情况：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未考虑本次交易完成后合并小子科技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3、未考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4、假设公司 2018 年分配股利比例为 2017 年净利润额的 20%； 

5、根据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行业发展情况、首发募集资金的投资规划、公司

发展战略、门店开设情况等，对 2017 年全年业绩以及 2018 年全年经营情况及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预测，具体如下： 

（1）根据公司年度预算情况以及 2017 年上半年销售实现情况预测各子品牌 2017

年全年销售收入，并结合门店开设、产线升级、品牌推广等情况预测 2018 年全年营业

收入情况； 

（2）公司时尚消费品领域毛利率与净利率整体保持稳定，各项资产周转率保持稳

定； 

（3）公司将在 2018 年进一步投资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女鞋销售连锁店扩建项

目”，项目实施完毕后将达到预期收入与利润水平，并在收入及现金流预测中充分考虑

新项目投入带来的收益； 

（4）公司在 2017 年与 2018 年分别投入约 1.12 亿元与 2.62 亿元用于广州南沙区万

州工业园项目、数字化研发平台项目、以及自动化生产线升级改造。其中，万州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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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约 3.99 亿元，分 2 年建设。2017 年与 2018 年的投资进度分别为：9,000 万

元，20,000 万元。 

6、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未来现金需求的假设条件，不代表公司对 2017 年、2018 年

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

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上述预测，公司 2017 年与 2018 年预测现金流量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324.63    214,390.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202.95    189,31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21.68     25,075.9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7,132.13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580.21     27,83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48.08     -27,832.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800.00      3,6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0.00     -3,6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126.40     -6,356.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25,952.60     19,596.53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根据行业变化，继续集中精力深化店铺渠道结构尤其是传统百

货渠道的调整，并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等方式提高存货周转率，使经营性现金流入得到较

大改善。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深化店铺渠道结构与商品结构的调整，提高经营性现

金流入水平。公司将在新兴零售渠道如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等新增店铺并增加一定投

入；同时积极丰富产品线推进 OBAG、型录等品牌的生产与销售推广。此外，随着下半

年“双十一”、秋冬季的到来，市场需求相对旺盛，公司需根据经营计划为生产及铺货

预备部分流动资金，综上将在下半年增加经营性支出，依此预计累计全年经营性现金净

额将较上半年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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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 2017 年末与 2018 年末，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呈现下降的

态势。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约定，上市公司应在对价股份上市之日或本次

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较晚期为准），向云众投资支付现金对价

20,523.56 万元，向横琴安赐支付现金对价 1,316.44 万元，合计 21,840.00 万元；在上市

公司委托的会计师就标的公司 2017 年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且业绩承诺

主体完成补偿（如需）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云众投资支付现金对价 10,920.00 万元；在

上市公司委托的会计师就标的公司 2018 年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且业绩

承诺主体完成补偿（如需）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云众投资支付 3,640.00 万元。因此，

公司在 2017 年与 2018 年存在 32,760.00 万元现金对价的支付义务。 

（六）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由于公司未来投资规划以及日常运营对资金存在一定的需求，公

司需要通过募集配套资金的形式支付部分现金对价，避免全部通过自有资金支付现金对

价带来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因此，公司通过募集配套资金支付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具有

一定的必要性。 

（七）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2017 年 6 月 30 日未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2017 年财务预算报告、授信协议、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

件，并对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访谈，询问了募投项目的进展及未来资金使用计划等相关情

况。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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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丽华 谭国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