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839       证券简称：安正时尚         公告编号：2021-015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正时尚”）于 2021

年 4月 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安正时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1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126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78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574.28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及其他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11,455.1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年 2月 6日全部到

账，到账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2017）

第 350ZA0005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020 年度，公司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 164,769,286.21 元，收到银行存款利

息 177,726.60 元，现金管理收益共 3,269,808.22 元，银行手续费支出 12.00

元。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明细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95,742,800.00 

减：承销保荐费用 71,744,568.00 

减：其他费用 9,447,140.00 

募集资金净额 1,114,551,092.00 

加：累计利息收入 4,680,206.84 

加：累计理财收入 48,899,967.09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365,314,600.00  

减：累计投入金额   416,287,559.53  

减：累计银行工本费及手续费支出         5,099.37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86,524,007.0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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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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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 2013年 9月 30日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洛隆路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权利和义务，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执行。 

2017 年 4月 27 日，公司及子公司上海艳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艳姿”）、上海尹默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尹默”）、中信证券分别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和义务，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执

行。 

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内，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账户均已注销，具体如下： 

募集资金余额 0.00  

减：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未到期金额 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注销时间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 
15000064539051 2018年 8月 9日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支行 
381872228570 2018年 9月 12日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

况。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已获得收益明细如下： 

公司

名称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元) 

产品

类型 

收益起止日

期 

年化收

益率（%） 
投资盈亏（元） 

上海

艳姿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

国盛收益 501号 
125,000,000 保本 

2019/12/20- 

2020/2/17 
3.9 801,369.86 

上海

尹默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

国盛收益 502号 
95,000,000  保本 

2019/12/20- 

2020/2/18 
3.9 619,191.78 

上海

艳姿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

国盛收益 505号 
95,000,000  保本 

2020/1/10- 

2020/2/19 
3.8 405,506.85 

上海

尹默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

国盛收益 506号 
15,000,000  保本 

2020/1/10- 

2020/2/18 
3.8 62,465.75 

上海

尹默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

国盛收益 507号 
30,000,000  保本 

2020/1/13- 

2020/2/19 
3.8 118,684.93 

上海

艳姿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本金保障

型收益凭证荣耀专享

206 号 

30,000,000  保本 
2020/2/20- 

2020/5/27 
4.20 334,849.32 

上海

艳姿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

国盛收益 513号 
64,500,000  保本 

2020/2/20- 

2020/6/23 
4.20 927,739.73 

合计 - - - - 3,269,808.2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表。 

公司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募投项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支行 
387072226067 2018年 9月 12日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宁洛隆路支行 
1204086029000013229 2018年 8月 16日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 
296069010018800019971 2020年 8月 4日 

上海艳姿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 
296069010018800023025 2020年 7月 29日 

上海尹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海宁支行 
296069010018800023101 2020年 8月 4日 



2020年度，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的鉴

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我们认为，安正时尚公司 2020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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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安正时尚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

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安正时尚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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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

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3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 

编制单位：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11,455.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76.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6,45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160.2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2.7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供应链中心改扩

建 
否 29,141.09 29,141.09 29,141.09 - 19,997.15 -9,143.94（注 1） 已结项 2017年 6月 

不适用 

（注 4） 

- 

营销网络建设—

上海艳姿 
是 

51,272.13 

13,550.00 13,550.00 22.14 10,104.14 
-3,445.86 

（注 5） 
已结项 

2019 年 12 月 

否 

营销网络建设—

上海尹默 
是 21,272.13 21,272.13 4.79 8,410.12 

-12,862.01 

（注 6） 
已结项 否 

研发中心建设 否 2,458.73 2,458.73 2,458.73 - 1,317.83 -1,140.9（注 1） 已结项 2017年 6月 - 

信息系统建设 否 8,937.40 8,937.40 8,937.40 - 2,203.72 -6,733.68（注 2） 已结项 2017 年底 - 

补充流动资金等

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 

否 19,645.76 19,645.76 19,645.76 - 19,677.26 31.5（注 3） 100.16 不适用 - 

增资收购上海蛙

品 29.41%的股权 
否 - 16,450.00 16,450.00 16,450.00 16,450.00 0 已结项 2020年 7月  

合计  111,455.11 111,455.11 111,455.11 16,476.93 78,160.22 -33,294.8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36,531.46 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可置换金额 36,531.46 万元。 

2017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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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

同专字[2017] 第 350ZA0162 号），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全部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36,531.46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的情况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收益为 48,899,967.09

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0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

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供应链中心改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供应

链中心改扩建项目节余金额为 91,461,126.82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94,440,464.40 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余金额为

11,426,546.47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1,530,007.01 元。 

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信息系统建设项目节余金额为 68,391,549.61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69,069,497.73 元。 

供应链中心改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具体如下：（1）由于募投项目立项较早，

公司为了不耽误项目实施，预先用自有资金进行了项目的前期投入，上市后对于部分前期投入未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造成了

募投资金的部分节余。（2）加强管理，费用控制合理有效。公司在实施供应链中心改扩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过程中，严格按

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建设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

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的降低项目建造成本和费用等投资金额，节约了募集资金的支出。（3） 购买理财产品产生收益。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在存放过程中除产生的利息收入外，公司合理规划资金，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取得理财收益。 

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营销网络

建设——上海艳姿”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3,468.00 万元及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公司“营销网

络建设—上海尹默” 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 12,866.80 万元及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等收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营销网络



建设——上海艳姿”项目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6,421.98 万元，“营销网络建设—上海尹默” 项目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为 14,609.59 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上海艳姿”“营销网络建设——上海尹默”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如下：(1) 加强管理，费用控制合

理有效。公司在实施“营销网络建设—上海艳姿”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建设

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的降低项目建造成本和费用等

投资金额，节约了募集资金的支出。 (2) 购买理财产品产生收益。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在存放过程中除产生的利息收入外，

公司合理规划资金，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取得理财收益。

(3) 公司“尹默”品牌女装定位高端，符合品牌定位的商圈资源较为稀缺，且公司近年来线下门店扩张有所放缓，重点加强现有

店铺管理，提升店效。由于当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变化，公司基于对未来三到五年“尹默”品牌的规划，不宜大规模扩张线下门

店，故节约了募集资金的支出。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供应链中心改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供应链中心改扩建项目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94,440,464.40 元（系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 11,530,007.01 元（系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注 2：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69,069,497.73 元（系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

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注 3：补充流动资金等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实际投入金额大于承诺金额的原因是由于收到银行存款的利息所致。 

注 4：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供应链中心改扩建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该类项目为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展，项目的效益将体现

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中，项目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注 5： 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上海艳姿”中的 16,450.00 万元，用于增资收购上海蛙品 29.41%的股权，剩余节余募集资金 3,468.00

万元及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6,421.98 万元（系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注 6： 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节余募集资金 12,866.80 万元及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4,609.59 万元（系收到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入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 (2)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在“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总投资额51,272.13万

元中，有20,000.00万元

新建“玖姿”品牌商场

店和“尹默”品牌商场

店 

在“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总投资额 51,272.13

万元中，有 20,000.00

万元原计划用于在成

都、北京、上海以购置

店铺的方式新建 3 家

“玖姿”品牌旗舰专卖

店 

34,822.13 34,822.13 26.93 18,514.26 53.17 2019年12月 - - 否 

增 资 收 购 上 海 蛙 品

29.41%的股权 

营销网络建设——上

海艳姿 
16,450.00 16,450.00 16,450.00 16,450.00 100.00 2020 年 7 月 - -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变更部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具体原因如下：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习惯的转变，消费者更加偏

好于吃、购、娱一体的体验式消费，单一的购物体验已难以吸引消费者。服装行业作为零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消

费者购物习惯的影响较大，其商业业态由街边专卖店为主向以中高端商场和城市综合体商场店为主转变。在此商业背景

下，与购置专卖店相比，以联营方式新建商场店的投资回报率较高，投资回收期较短，更有利于募集资金效益的最大化

发挥。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51,272.13 万元中原计划用于购置“玖姿”品牌旗舰专卖店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为用于新建“玖姿”品牌商场店和“尹默”品牌商场店，由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上海艳姿服饰有限公司和上海尹

默服饰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8）。 



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延长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时间至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建设——上海艳姿”中的 16,450.00 万元，用

于增资收购上海蛙品 29.41%的股权，剩余节余募集资金 3,468.00 万元及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20 年 7 月，用于增资收购上海蛙品 29.41%股权的 16,450.00 万元已全部支付完毕。 

变更“营销网络建设——上海艳姿” 的具体原因如下：（1）由于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消费新模式和新渠道的不

断增加，对传统线下门店的经营效益带来较大的冲击，公司“玖姿”品牌女装近年来线下门店扩张有所放缓，重点加强

现有店铺管理，提升店效。基于公司对未来三到五年“玖姿”品牌是以加盟为主的商业模式，不会大规模扩张自营线下

门店，故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2）伴随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0-14 岁人口数量自 2011 年起一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同时国人优生优育的育儿观念的普及，为孩子的消费支出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儿童消费市场较大淑女装市场具备更大的

增长空间和潜力，童装行业作为儿童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尤为强劲。故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布局童装行业。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OLE_LINK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