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罗莱生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30 号）核准，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莱生活”、“公司”、“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60,631,227 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作为罗莱生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证券”、“保荐机构”）认为罗莱生活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贵所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推荐罗莱生活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介绍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
公司类型：
股票上市地：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UOLAI LIFESTYLE TECHNOLOGY CO.,LTD
薛伟斌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2293

证券简称：

罗莱生活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1699 号
2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88 号

注册资本：

70,490.55 万元

董事会秘书

田霖

联系电话：

021-23137924、0513-85928751

传真：

0513-85928103

公司网址：

www.luolai.com.cn

电子信箱：

ir@luolai.com.cn

（二）发行人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家用纺织品、酒店纺织品、鞋帽；批发天然植
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刺绣工艺品、地毯、挂毯、床垫、凉席、服装、日用化学品、
玩具、照明用蜡烛和灯芯、厨具、洁具、文具用品、微电脑枕（垫）、电热毯、
箱包、家居用品及相关配件、装饰品、工艺品（文物除外）、婴幼儿用品（不含
婴幼儿配方奶粉）、灯具、帐篷、家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
食品、化妆品、墙纸、电子产品、音频视频设备、家用电器、新型电子仪表元器
件、计算机嵌入式设备、（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纺织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是国内最早涉足家用
纺织品行业的专业制造商和销售商之一。近年来，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由以
床品家纺为主向卧室用品、卫浴、餐厨、客厅、生活家居、软装家居等多个家居
品类扩展，逐步向家居生活一站式品牌零售商转型。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会审字[2015] 1518号、会审字[2016]
0996号、会审字[2017]3253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发行人
2017年9月30日/2017年1-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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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458,353,33

420,828.72

348,484.93

311,485.56

负债总计

153,998.34

132,802.91

82,938.97

62,752.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4,354.99

288,025.82

265,545.96

248,732.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8,992.00

273,903.71

255,643.55

242,532.5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318,267.00

315,221.64

291,563.39

276,140.06

营业利润

41,030.48

39,102.33

48,181.95

43,209.97

利润总额

42,242.93

41,952.29

51,170.10

45,180.58

净利润

33,192.04

33,881.33

42,308.91

39,817.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052.70

31,729.69

41,008.83

39,808.9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5.79

50,534.61

33,950.40

50,801.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00.56

-20,877.82

-22,306.05

-69,454.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22.99

17,560.01

-17,649.85

-9,825.42

-71,893.74

48,184.22

-5,760.19

-28,507.20

2017 年 1-9
月/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2.30

2.40

3.02

3.68

速动比率（倍）

1.45

1.86

2.21

2.66

33.60

31.56

23.80

20.1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62

11.24

13.04

18.09

存货周转率（次）

1.96

2.46

2.30

2.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10

3.89

3.64

3.4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0.03

0.72

0.48

0.72

基本每股收益

0.44

0.45

0.58

0.57

稀释每股收益

0.44

0.45

0.58

0.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每股收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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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0.43

0.38

0.46

0.53

稀释每股收益

0.43

0.38

0.46

0.53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2、发行证券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39,273,647 股，发行对象为上海伟发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苏州弘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其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体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情况
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数量
（股）

上海伟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500.00

30,827,702

苏州弘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0.00

5,912,162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2,533,783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合 计

46,500.00

39,273,647

-

锁定期

本次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符合发行人 2016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和 2016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6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
1430 号）的相关规定。
4、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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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为 12.24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
2016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0,181.55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4,036.31 万元，
不实施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实施完毕，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2.24 元
/股调整为 12.04 元/股。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现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701,815,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股不转增。上述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实施完毕，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由 12.04 元/股调整为 11.84 元/股。
5、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经建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确保专款专用。保
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
6、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64,999,980.48 元，扣除发行费用 9,917,273.65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455,082,706.83 元。
6

7、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8、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
润。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前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592,830.

0.79%

39,273,647

44,866,477

6.03%

无限售条件股份

699,312,670

99.21%

-

699,312,670

93.97%

合计

704,905,500

100.00%

39,273,647

744,179,147

100.00%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条件，具体说明如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430 号文核准，
并已完成发行，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一）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已公开发行”。
2、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704,905,500股；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为744,179,147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3、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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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4、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均已经华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的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四）公司最近
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综上，南京证券认为：罗莱生活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罗莱生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南京证券愿意推荐罗莱生活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本保荐机构之间不存在下列
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除保荐机构关联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作为金融机构与
发行人相关方正常开展相关业务外，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
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
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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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
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安排
事项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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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协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助发行人完善公司治理和有关防止控股股

人资源的制度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
源内部的控制制度，并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协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助发行人完善公司治理和有关内部控制制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度，并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相关的决策程序和信

意见

息披露义务，对重大关联交易保荐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查阅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使用情况，对发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等情况发表
意见，定期现场了解募集资金使用和募投项
目的建设情况，根据情况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

5、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督导发行人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务，督导发行人配备专门人员专职负责信息

交的其他文件。

披露事宜，要求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提供
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其他文件并审阅。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督导发行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独立地对
并发表意见

相关事项发表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

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
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每年至少对发行人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工作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步国旬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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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崔传杨、张睿
项目协办人：仝金钢
电话：025-83368839
传真：025-57710532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南京证券认为：罗莱生活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罗莱生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南京证券愿意推荐罗莱生活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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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仝金钢

保荐代表人：
崔传杨

张

睿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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