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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后事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梦百合”或“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

审核，并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完成了封卷事宜。 

2018 年 3 月 31 日，梦百合发布了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2018 年 4

月 28 日，梦百合发布了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梦百合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人和主承销商，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

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15 号文”）、《关于已通过

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 5 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

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 号文”）等相关文件的

要求，对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情况和会后事项进行审

慎核查，并作说明和承诺如下。 

其中： 

1、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同。 

2、本核查意见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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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在符合发行条件方面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保荐机构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及仍符合发

行条件的核查和说明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7 年审计报告，梦百合 2017 年主要财务

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率 

资产总额 230,867.69 198,829.05 16.11% 

负债总额 76,381.89 32,294.57 136.52% 

股东权益总额 154,485.80 166,534.48 -7.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153,123.08 166,416.26 -7.99%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33,880.36 172,303.41 35.74% 

营业利润 18,389.48 22,433.85 -18.03% 

利润总额 18,329.09 23,923.87 -23.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584.86 20,039.55 -22.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001.25 19,185.18 -32.23%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梦百合 2018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

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较上年度

期末变动

率 

较上年度

同期变动

率 

资产总额 226,108.73  230,867.69 221,977.80  1.79% 1.86% 

负债总额 71,174.57  76,381.89 48,917.99  29.14% 45.50% 

股东权益总额 154,934.17  154,485.80 173,059.81  -11.73% -10.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总额 
153,245.89  153,123.08 172,986.72  -12.89%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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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3 月 
较上年度同

期变动率 

营业收入 61,122.01  48,146.79  26.95% 

营业利润 1,264.32  6,522.98  -80.62% 

利润总额 1,258.65  8,047.91  -84.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7.43  6,735.49  -93.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19  5,197.93  -102.31% 

1、发行人 2017 年经营业绩情况分析 

发行人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3,880.36 万元，相比上年增长 35.74%，增幅

相对较大，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较好，发行人凭借稳定的

客户渠道、较高的产品质量及规模化效应，产品销量稳步上升；另一方面，随着

发行人营销网络的建设及自主品牌的建设，发行人 OBM 业务收入增长较快。 

在此情况下，发行人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 32.23%，具体原因分析如下：（1）毛利率下降。一方面，原材料

采购价格大幅上升。2017 年，发行人主要原材料 TDI、MDI 市场采购价格较上

年度同期上涨 69.86%、50.29%，导致发行人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有所上升；另一

方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升值。2017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整体呈上升趋

势，使得产品毛利率随之下降。2017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趋势如下： 

 

（2）期间费用增长较快。2017 年，发行人期间费用总额为 51,576.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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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去年增长 55.30%，主要原因为：一方面，随着发行人业务规模的扩大叠加拓

展自有品牌的因素，发行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另一方面，

2017 年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幅度较快，汇兑损益大幅增加导致财务费用

大幅增加。 

2、发行人 2018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情况分析 

2018 年 1-3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同期保持增长，而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等指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系毛利率下降和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所致，具

体分析如下：（1）毛利率因素。2018 年 1-3 月，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延

续了 2017 年下半年高位采购价格的水平；同时，2017 年底至本期末，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进一步上升，导致本期毛利率有所下降。2018 年 3 月中旬，发行人虽

对产品进行了调价，但价格调整具有滞后性，价格调整对毛利率的影响尚未明显

显现。2018 年 1 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情况如下： 

 

（2）期间费用因素。①随着发行人营销网络的进一步构建，本期仍延续 2017

年度销售费用高位支出水平，导致 2018 年 1-3 月发行人销售费用金额较大，较

去年同期增长 56.18%；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上升，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

加，发行人本期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2,299.67%。 

3、2017 年度以及 2018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下降不会对发行人以后年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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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发行人收入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趋势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展较为迅速，收入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15 年

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37,722.01 万元、172,303.41

万元和 233,880.36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0.32%。2018 年 1-3 月，发行人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仍保持较高增长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较好，为发行人实

施本次募投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未来随着发行人 IPO 募投项目“记忆

绵床垫、枕头技改及扩产项目”投产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铺建完成并逐步

产生经济效益，将为发行人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预期发行人收入将进一步增加。

良好业绩支撑及技术积淀和渠道完善将为发行人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奠定了基础。 

（2）发行人已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毛利率的影响 

① 原材料价格已逐步下降 

2018 年，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市场采购价格虽处于 2017 年高位价格，但呈

现下降趋势； 

② 对产品的售价适当调整 

2018 年 3 月中旬，发行人已对其主要产品进行了调价，平均调价幅度为

5%~10%； 

③ 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实现原材料多元化 

为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完善产品结构，发行人逐渐向智能家居领域延伸。目

前发行人第一代电动床及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功能床、功能椅的主要原材料为电

机、铁架、皮料、传感器及智能芯片等，与发行人现有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不同，

因此可以进一步减少 MDI、TDI 等化工原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此外，智能化产品的毛利率空间更大，受原材料波动的影响更小； 

④ 加快海外工厂建设，降低对境内原材料供应的依赖 

目前，发行人正在加快塞尔维亚工厂的建设，该工厂建成后产品所用原材料

将直接从国际市场采购，增加原材料的采购渠道，降低对境内原材料供应商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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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3）发行人已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汇率波动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① 适当使用外汇避险金融工具。针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的情形，自 

2018 年 3 月，发行人已与中国银行如皋支行约定由其向发行人提供远期结售汇

服务（每月远期结售汇交易的标的金额为 900 万美元），从而减少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波动对发行人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 

② 加快报价频率，及时对价格进行调整，增加报价的时效性，降低报价与

收入确认期间汇率波动会毛利率的影响。 

综上，发行人不存在影响以后年度经营的重大不利因素，也不存在影响募投

项目的重大不利因素。 

4、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已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通过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发行人已在 2017 年半

年度报告、以及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对发行人业绩变动情况做了分析，同时

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就发行人本次业绩下

滑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风险揭示： 

“2、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以外销为主，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

面，人民币处于升值或贬值趋势时，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下降或上升；另

一方面，自确认销售收入形成应收账款至收汇期间，公司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而产

生汇兑损益，直接影响公司业绩。公司将通过坚持产品高端化战略，提高产品附

加值；适时采用远期结售汇，对冲和锁定汇兑风险。 

3、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聚醚、TDI 等化工原料和面料，石油价格的

波动以及原料市场的影响会导致该等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带来成本控制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原材料价格的变化趋势，做好敏感性分析，同时通过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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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及成本控制、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技术改进和提升、适时增减

原料库存等方式降低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 

在募集说明书中“第三节 风险因素”就业绩下滑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及提示，

具体如下： 

“二、经营风险 

（一）汇率波动风险 

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中国政府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公司以外销为主，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相对较小，因此

公司与海外客户签订合同时，主要以美元作为结算币种。2014 年初至年末，人

民币走势呈现出双向波动的态势；2015 年至 2016 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整体

呈现贬值的趋势；2017 年至本期末，人民币呈现出升值趋势。人民币汇率波动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人民币处于升值或贬值趋势时，公

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下降或上升；另一方面，自确认销售收入形成应收账款

至收汇期间，公司因人民币汇率波动而产生汇兑损益，直接影响公司业绩。 

报告期内，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情况如下所示：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http://finance.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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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聚醚、TDI 等化工原料和面料，石油价格的

波动会导致该等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成本占公司生产成本

比重相对较高，因此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公司成本影响较大。虽然公司可以根据

原材料成本的变动适当调整产品价格以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但产品

价格的调整仍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原材料价格出现快速上涨趋势时，如公司

未能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将对发行人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存在

经营业绩波动或营业利润下滑的风险。” 

同时，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中就“发行人 2017 年 1-9 月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

13.57%。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1）主要经营数据发生明显不利变化的原因”进

行了详细分析。 

5、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实现情况 

发行人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效益实现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1 
记忆绵床垫、枕头技改及

扩产项目 

项目达产后每年

可产生税后利润

11,065.73 万元 

- - - - 

2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无承诺收益 - - - -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完成后

年平均税后利润

3,550.50 万元 

- - - - 

4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 无承诺收益 - - - - 

记忆绵床垫、枕头技改及扩产项目本项目扩产部分的新建厂房尚在建设中，

发行人虽使用募集资金购置了零星生产设备，但已购置设备未构成完整的记忆绵

家居制品生产线，尚未形成包括发泡、切割、缝纫及压缩包装工序在内的完整产

能，因而未独立产生经济效益。本项目建设期间，记忆绵家具用品行业继续保持



 

0-4-2-9 

了良好的增长趋势，发行人产品销售情况良好，预计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预期经

济效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旨在提升发行人综合研发实力，为实现发行人长远发

展目标提供技术保障，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发行人的整体效益中，无法单独

核算；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尚处于建设期，建设进度良好，将于 2019 年 8 月建成，

预计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承诺效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项目旨在降低发行人资产负

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提高净利润，实现的效益无法具体测算。 

6、现金分红情况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发行人的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4,500.00 28,8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426.08 20,039.55 15,584.86 

现金分红额/当年净利润 27.40% 143.72% -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 33,300.00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17,350.16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最近三年年

均净利润 
191.93% 

发行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共计 33,300.00 万元，占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17,350.16 万元的 191.93%，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现金

分红的相关规定。 

7、累计债券余额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未发行任何债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为 153,245.89 万元，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最高 51,000.00 万元，不超过其最近一

期末合并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 

8、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报告期内

各期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比对分析了发行人相关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访谈了发

行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并实地走访了发行人生产经营场所，调取了发行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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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合同及相应业务凭证，获取了发行人主要银行借款合同及相关财务费用支付

明细，查阅了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申报会计师出具

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及财务报表，比对分析了上述材料中前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承诺情况与实际效益的实现情况，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相

关承诺并对公司现金分红情况、累计债券余额占比等指标进行了复核。经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整体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相关财务指标变动均具有真实的

背景和合理的原因，未发生对经营业绩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亦不存在对本次

发行构成重大不确定性影响的事项；随着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推进，发行人

前次募集资金将陆续投入使用，且使用进度和效果与披露情况相一致；发行人

2015 年至 2017 年现金分红情况符合相关规定，符合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

相关条件；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不会超过 2017 年末净资产的

40%。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目前仍符合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

条件。 

（二）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 2017 年度业绩情况将在募集说明书中进行更新和补充。 

（三）标的资产审计和评估更新事项 

不适用。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收购资产的情形。 

（四）业绩承诺的预计实现情况 

不适用。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因收购资产等事项而做出相关业绩承诺的情

形。 

二、其他会后事项 

保荐机构经对其他会后事项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6]208 号”、“天健审[2017]3258 号、天

健审[2018]152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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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

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

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

生未在申报的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核查，本次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受到有

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

限公司收到的警示函等情况如下： 

（1）2014 年 3 月 6 日，联合信用接到天津证监局《津证监措施字[2014]1

号》文件，指出联合信用未将 2012 年下半年及 2013 年上半年评级结果准确性和

稳定性进行检验的统计结果分析报告在联合评级网站向社会公布。上述行为违反

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天津证监局

依据《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对公司出具警示函进行

监管提醒。 

收到警示函以后，联合评级对上述行为及时进行了纠正，并向天津证监局提

交了整改报告。 

（2）2016 年 2 月 14 日，天津证监局向联合评级出具了《关于对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津证监措施字[2016]2 号），针对

联合信用合规管理工作提出需整改事项。 

根据《警示函》提出的整改问题，联合评级梳理了内部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

对已披露的评级方法和模型进行了检查，进一步规范了不定期跟踪评级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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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留痕要求，并已向天津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3）201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向联合信用

出具了《关于对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沪证监

决[2016]105 号，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联合信用在出具《珠海华发综合

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过程中，存在评级报告审核

工作程序不当、评级活动独立性欠缺等情形，并据此提出整改要求。 

接到《决定》后，联合信用成立整改小组，梳理了公司在合规管理、内控机

制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内部追责，完善和加强了评

级报告审核工作流程及采信管理机制，强化了评级报告形成过程中的合规和风险

管理，并已向上海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对本次可转债的影响： 

根据《通知》中第六条“关于证券评估资格的撤回”规定，联合信用出现内控

管理工作应整改的情形，存在《通知》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承接证券业务的

情形，其应在自出现上述情形之日起 90 日内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

证券业务，并自整改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报送整改情况说明。 

发行人于 2017 年 9 月与联合信用签订了业务约定书，聘请联合信用担任信

用评级机构，此时津证监措施字[2014]1 号、津证监措施字[2016]2 号和沪证监决

[2016]105 号所涉及问题联合信用已经整改并及时报送整改报告。上述业务不属

于联合信用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6 月、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承接的证券业务，不受该等监管措施的影响。 

10、发行人没有进行盈利预测，盈利状况良好。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

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13、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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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

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在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投资者判

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评级主体）及其本次发行的债券评级无变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自最后一次封卷之日（2018 年 3 月 29 日）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

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本次发

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各项发行条件。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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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会后事项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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