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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03）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修改
及業務更新

可參考 (i) 2019年10月25日信基沙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集團」）關於全球發行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的招股
書（「招股書」）；(ii)於2020年4月20日公佈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年度公司年度報
告（「年度報告」），涉及自上市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的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
況；(iii)本公司於2020年2月26日就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COVID-19」）爆發
對集團租戶（「租戶」）減免租金和管理費的自願公告（「自願公告」）。除另有規定
外，本公告中使用的大寫術語應與招股書和年度報告中定義的含義相同。

所得款項的計劃用途

扣除公司就此次全球發行支付的承銷佣金及費用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
幣2.172億元。如之前招股書中題為「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及年度報
告所披露的，所得款項淨額最初打算由集團用於下列目的（根據最終定價和實
際收到的所得款項淨額按比例調整）：

(i) 約人民幣 5,670萬元，約佔所得款項淨額的 26.1%，擬用於償還集團銀行借
款，以支付集團商城的建築費用及銷售和行銷費用；及

(ii) 約人民幣 1.605億元，約佔所得款項淨額的 73.9%，計劃用於中國成都一座
新商城（「成都項目」）、鄭州一座新商城（「鄭州項目」）和福州一座新商城（「福
州項目」、成都項目及鄭州項目，「新項目」）的項目開發，以配合集團的業
務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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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市日期起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動用約人民幣2,550萬元，佔所得款項
淨額的 11.7%，償還本集團銀行借款，以支付其商城的建築費用及銷售和行銷
費用。截至2020年6月30日，約有人民幣1.917億元，約佔淨收益的88.3%，仍未得
到利用（「未利用的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用途修改

於本公告標題為「改變所得款項淨額使用的理由和好處」的段落中所述的原因，
董事會決議改變未利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如下：

(i) 重新將原分配給新項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 2,720萬元，約佔所得款
項淨額的12.5%部分，用於補充集團的一般營運資本（「營運資本的重分配」）
及

(ii) 重新將原分配給新項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 8,000萬元，約佔所得款
項淨額的36.8%部分，用於開發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新購物商城，（「廣州項
目的重分配」及營運資本的重分配，「重分配」）。

截至2020年6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和重新分配後未使用的所得款項
淨額的使用情況如下：

原計劃
使用金額

截至
2020年

6月30日
已使用
金額

截止
2020年

6月30日
未使用
金額

重新分配
後的未使用

金額

重新分配
後的未使用
金額計劃
使用時間     

（RMB百萬元）（RMB百萬元）（RMB百萬元）（RMB百萬元）

(i) 償還集團銀行借款，以支付其商城
的建築費用以及銷售和行銷費用

56.7 25.5 31.2 31.2 至2020年

(ii) 發展新項目
a) 成都項目 63.8 – 63.8 –
b) 鄭州項目 40.8 – 40.8 22.5 至2023年
c) 福州項目 55.9 – 55.9 30.8 至2023年
d) 廣州項目 – – – 80.0 至 2020年

(iii) 一般營運資本 – – – 27.2 至 2020年    
      

217.2 25.5 191.7 191.7    

註： 上表中所列總額與總額之間的任何差異都是由於四捨五入。除上述重新分配外，所得款
項淨額的使用沒有其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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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所得款項淨額使用的理由和好處

COVID-19對集團的影響

由於COVID-19的持續爆發，世界各國採取了各種封鎖措施，以遏制COVID-19的
擴散，這導致了世界各地市場、生產和供應鏈的中斷。隨著世界各地許多國家
實施的旅行限制、檢疫措施和暫停工作措施，全球酒店業、餐飲業和旅遊業受
到了以下嚴重影響，這對租戶的盈利能力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對集團的財務業
績產生不利影響。

1、 酒店用品外貿需求減少且出口受阻

隨著各國的封鎖及檢疫措施，全球酒店業、旅遊業、餐飲業被衝擊得支離
破碎，不少知名酒店、餐飲等機構關門停業，集團作為該產業生態鏈的的
成員，業務同樣受到了巨大的衝擊。據董事們所瞭解，部分市場主要分佈
在國外的租戶，收入下降嚴重，出現了經營困難。

2、 租戶對新項目下發展的商城沒有足夠信心

據董事們所瞭解，商戶境外的訂單數量直線下降，甚至出現不要訂金直接
退單的現象。面對不斷變化的經營環境和貿易及財務前景，原本有意通過
租用新項目下發展的商城來拓展業務的租戶，在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挑
戰時期，無法再承諾這樣的擴張。

3、 商鋪的出租率下降

由於上述新冠肺炎疫情對商戶業務的負面影響，部分租戶提前終止了租
賃，導致我們商城的出租率下降。截至2020年5月31日，集團商城整體出租
率約82%（2019年12月31日：87%），較2019年12月31日下降約5%，預計下半
年仍將繼續下滑。其中較2019年12月31日，集團旗下兩家核心商城：信基沙
溪酒店用品博覽城及信基豪泰酒店用品城預計2020年下半年出租率將分
別減少約6%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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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業務發展計劃受到不利影響

公司在上市之前，制定了發展新項目的詳細業務計劃。但由於COVID-19疫
情的爆發，公司業務發展計劃受到不利影響。除了上述租戶不願將業務擴
展至新項目下的商城，以及商城的出租率下降外，我們的營運資本狀況受
到負面影響，我們集團的營運及財務風險也有所增加，因為（i）我們必須減
少租戶應付的部分租金及管理費，以恢復他們的商業信心；（ii）我們沒有
解僱僱員，以顯示社會責任，確保僱員的就業及生計。

鑒於COVID-19帶來的影響，並考慮了與重新分配有關的下列因素，董事會
決定改變未利用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

I. 減輕COVID-19造成的業務影響的暫時性租賃優惠

如自願公告所述，COVID-19爆發後，免除和減少租戶 2020年2月及 3月
的部分租金和管理費，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然而，目前仍不能確定該
疫情將在多長時間內繼續影響租戶的業務活動為了支持租戶的發展，
集團將陸續推出一系列安商扶商的政策，豁免或減少租戶應付的租
金（「安排」），如：(i)信基沙溪酒店用品博覽城、信基豪泰酒店用品城及
信基大石家私城對租戶2020年5月至10月月租金打九折；(ii)針對續租
意願不強烈及疫情期間新拓展的租戶，瀋陽信基沙溪國際家居用品
博覽中心將單位每月租金下降約每平方人民幣40元，作為鼓勵這些租
戶簽訂租約的動力；(iii)針對疫情期間租賃的新租戶，瀋陽信基沙溪
酒店用品博覽城將首個合同期內（第 1及第2年）的租金全免；(iv)針對
2020年新入駐的商戶，信基沙溪酒店用品博覽城、信基豪泰酒店用品
城及信基大石家私城對租戶提供1至4個月免租期；(v)針對知名品牌
租戶，信基大石家私城將每月租金單價下降每平方人民幣10元，期限
一年；信基豪泰酒店用品城則取消了這部分租戶 2020年的租金遞增；
及 (vi)針對部分受地鐵施工影響的租戶，信基沙溪酒店用品博覽城將
其2020年3月至12月租金單價下調至每平方人民幣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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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目前情況，預計 (i)自願公告中所述安排及 (ii)上述安排將導致2020
年本集團現金流入減少不超過人民幣2,400萬元。鑒於本集團營運現金
流的減少，本集團有必要增加營運資金以維持其業務運作。

II. 吸引潛在租戶及保持現有租戶的措施

如前所述，由於部分租戶在租約到期前終止租約，我們今年的出租率
下降了。為了減輕COVID-19的影響，與租戶共同克服困難，並吸引新
租戶，集團打算採取一些政策，包括但不限於，對2020年12月31日前續
簽租約的租戶和新租戶：（一）給予一次性推廣費八折優惠；或（二）一
年內分4期支付推廣費的選擇。雖然出租率的下降預計將使集團 2020
年的現金流入減少約人民幣1,930萬元，但集團將實施上述政策，以減
輕租戶的壓力，提高商城的出租率。這些政策的實施必然會減少集團
未來的現金流，集團必須增加其一般周轉資金，以提高其流動性。

III. 向現有租客提供的信貸期增加

集團註意到，自2020年2月21日集團商城恢復營業以來，租戶的付款週
期有所減緩。由於大多數租戶是流動性有限的中小企業，COVID-19給
他們的現金流帶來了巨大的負擔。董事會正在考慮採取更寬鬆的信貸
政策及延長租戶的信貸期，如針對2020年2月至6月欠繳租金的商戶，
根據實際情況給予其多 6至12個月的信貸期。由於這種政策可能會減
少集團的經營現金流，因此集團必須儲備更高水準的營運資本，以維
持業務運作。

IV. 推遲鄭州項目及福州項目

為了減輕COVID-19對集團營運的影響，並考慮到以下詳細提及的廣州
項目的好處及集團需要一般營運資金來維持其業務運作，董事會認
為，原本計劃於2021年7月開始的鄭州項目和福州項目，應推遲運行。
特別是考慮到：

(i) 我們時刻關註著鄭州和福州項目下的兩個商城，通過溝通，瞭解
到兩個商城的業務也受到COVID-19疫情嚴重影響。與我們相似，
為了應對商城的出租率下降，兩個商城的經營方為租戶提供了免
租及租賃優惠政策，導致了運營資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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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經我們瞭解自中國複產復工以來，鄭州和福州的酒店用品行業和
廣州比較，恢復更慢；及

(iii) 原本表示有興趣通過租用鄭州、福州等項目下的購物商城來擴大
業務的租戶，不能再承諾此類擴張。

考慮到目前疫情期間的業務環境和集團自身運營情況，我們認為，鄭
州和福州項目的風險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在COVID-19爆發後，推遲
項目更為謹慎。在等待鄭州和福州酒店用品行業復蘇的同時，本集團
將繼續觀察鄭州和福州市場，以及鄭州和福州項目下的商城的運營
情況。

V. COVID-19對成都項目的影響

為按照招股書載明的所得款項淨額使用計劃執行成都項目，集團自
2019年11月對相關場地進行了準備工作。儘管如此，在考慮了COVID-19
爆發的影響之後，董事會認為，成都項目的執行和投資回報將受到以
下因素的阻礙：

(i) 疫情阻礙了成都項目進展

自集團上市以來，集團一直積極籌備成都項目。2019年11月15日，
本公司組織商戶到成都項目下的商城（「成都商城」）考察，並和成
都商城的物業持有人（「成都物業持有人」）進行商務談判，集團及
成都物業持有人看好成都市場，力爭通過成都項目，合作打造西
南最大的酒店用品城，並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2019年12月，集
團對成都項目進行進一步的盡職考察，為2020年開展成都項目做
好準備。

2020年1月，由於COVID-19疫情爆發，中國廣東省和四川省啟動疫
情一級響應，商業活動全部停止。由此導致集團及成都物業持有
人不能現場辦公，特別是我們的裝修設計人員不能現場開展工
作。同時疫情造成成都項目的商戶和業主經營困難，項目退鋪現
象嚴重，現有商戶與業主方之間引發出一系列的債權債務糾紛，
造成了成都項目無法按照之前設想的預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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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成都商城出租率低於預期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成都商城的出
租率預計不超過30%。由於原本表示有興趣通過租用成都項目下
的購物商城來擴大業務的租戶，不能再承諾此類擴張。我們預計
2020年成都商城的出租率估計約25%，由此導致成都項目將虧損。

此外，成都項目的發展戰略要求集團承擔前期的裝修費用，並提
供免租期，以吸引潛在租戶，這將給集團的流動性帶來額外負擔。

綜合以上原因，董事會決定已不宜繼續成都項目，避免造成集團經營
損失。

VI. 廣州項目的好處

(i) 廣州項目的概況

廣州項目位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夏花一路2號，該物業目
前是一家以酒店用品經營為主，以家居建材經營為輔的商城（「廣
州商城」）。廣州商城可出租面積約88,070平方米。根據我們在2020
年6月獲得的資訊，廣州商城目前的出租率約為 40.1%。廣州商城
的租戶主要經營酒店用品和家居建材，如玻璃製品、布草、不銹
鋼製品、咖啡設備、傢俱及廚具、建築陶瓷、衛浴等。

我們計劃在2020年底之前，通過收購廣州商城的項目公司50%以
上的股權，開始與廣州商城的擁有人合作，為期 18年，從 2020年
到2038年。經廣州項目初步談判評估，集團擬支付代價約人民幣
8,000萬元。該公司將利用未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作為收購投資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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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選擇廣州項目的理由

(a) 廣州項目是公司鞏固和發展廣州業務的戰略

董事們認為，廣州是中國酒店用品生產和分銷最重要的地
區，鞏固廣州酒店用品市場的地位對集團來說至關重要。新
的優質的廣州項目的開發，將鞏固和提升集團的市場份額和
品牌影響力，使集團保持行業領先地位。

目前，廣州只有兩家大型專業酒店用品商城在運營，分別是
信基沙溪酒店用品博覽城和信基豪泰酒店用品城，剩下的均
為中小型的傳統批發商城。廣州項目為集團在廣州開發一個
獨特高端、情景化的酒店用品商城提供了絕佳的市場機會。

(b) 粵港澳大灣區市場前景廣闊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
綱預測，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約為 6,800萬，預計到 2050
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口規模將達到有1.2億到1.4億。隨著區域
人口規模的極速增加，董事們認為超級城市群發展的紅利將
極大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及周邊區域酒店用品的市場需求。

(c) 疫情下的市場機遇

2019年下半年，集團的競爭對手之一，以酒店用品批發為業
務核心的、經營面積約 78,500平方米的廣州南天酒店用品市
場已拆除以及其他小的競爭對手面臨城市升級改造，如面積
約50,000平方米的廣州新沙五金塑膠城將於 2020年下半年開
始拆遷，市場的酒店用品商家沒有找到合適的場所繼續經
營。我們集團將努力為廣州項目吸引這些需要搬遷安置的品
牌商家。

同時，據董事們所了解，雖然我們的核心租戶不願意外省拓
展業務，但願意強化在廣州的商業地位。通過共用廣告資源、
員工和倉庫，我們的租戶可以有效地降低運營成本，擴大在
廣州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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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廣州項目的競爭優勢

(a) 地理位置優越，商業發達，交通便利

商城緊鄰廣州白雲機場、廣州火車站，地鐵 2、3號線、華南
快速幹線，機場高速等城市交通主脈。項目周邊集聚了三一
文創城、安華匯、白雲匯、廈茅石材廣場、匯萊石材城等大型
購物廣場，組成了以酒店用品、家居建材、五金機電、咖啡飲
品、裝飾石材等業態為主的市場集群。

(b) 區域倉儲物流優勢

白雲區位於廣州的北邊，貨物商品北上的必經通道。廣州70%
以上的倉儲、物流分撥都是在白雲區完成的。項目 5公里範
圍，雲集了聯成貨運市場、八方物流園、安發物流園、白雲湖
物流園、天智物流園、萬集貨運市場等，滿足貨物進出、庫
存、分揀、包裝、配送等物流服務，大大降低商戶的物流運作
成本。

(c) 商城高端的內外環境

廣州項目作為一個四層的大型的現代化商城，已經經營多
年，與廣州傳統的批發市場相比，這個現代化的商城，非常
適合打造成為一個高端上檔次、空間舒適、情景消費、配套
完善的集團現有旗下商城的高端及升級版本。

近年來，隨著體驗消費的擴張，綜合購物中心引入了更多創
新的零售、休閒、娛樂形式。我們努力抓住這種趨勢，吸引和
維護客戶。我們計劃將廣州商城設立為「信基沙溪全球酒店
用品採購中心」，這將是我們現有商城的升級版，以為客戶提
供更好的購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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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展望廣州項目

在目前商城出租率為40.1%的情況下，集團希望通過優化租
戶組合，提高出租率，主要表現在：(i)提供租金優惠政策和
信基沙溪行業龍頭品牌吸引力，吸引廣州南天酒店用品市
場、廣州新沙五金塑膠城的優質品牌租戶；(ii)利用中國酒店
用品協會和本公司全國品牌廠商資源，吸引優質潛在租戶；
及 (iii)通過全球酒店用品電商直播中心打造立體推廣、總部
辦公、技能培訓、工程設計等新功能增值服務配套，吸引優
質品牌商戶。綜上所述，集團認為自市場復甦之後，出租率
可以有很大的提升，集團預計廣州項目開始運營後，該項目
將在2年內實現盈虧平衡及5至6年內實現目標回收期。

董事會的意見

董事會認為，加強集團的流動性對於應對COVID-19帶來的影響和挑戰至關重
要。為此，集團將需要更多的周轉資金。基於集團及全體股東的利益，為加強
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對募集資金金額的使用進行適當調整，以更好地滿足集
團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業務需求。這也將使集團能夠以更有利和更有效的方式
分配其財務資源，以便為廣州項目抓住潛在的商業機會。因此，董事會認為 (i)
重新分配所得款項淨額更有利於集團的運作需要；(ii)改變所得款項淨額的使
用是公平和合理的，使集團能夠更有效和靈活地滿足其財務需要。(iii)儘管重
新分配了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發展廣州項目，但廣州項目的業務發展方向仍與
招股書中《前景》披露的集團的業務戰略一致。(iv)上述重新分配符合本公司及
全體股東的利益，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及運營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v)廣
州項目將進一步鞏固集團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董事們將持續評估所得款項
淨額的使用計劃，並在必要時修訂或修改這些計劃，以減少COVID-19的影響，
努力提高集團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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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除本公告披露外，本集團沒有 (i)招股書中描述的主要業務的重大
變更，以及 (ii)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其他變更。

承董事會命
信基沙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張漢泉
主席

中國，廣州，2020年7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張漢泉先生；執行董事梅佐挺先生，
張偉新先生及靳春雁女士；非執行董事余學聰先生、吳建勛先生及林烈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娥平博士、陳土勝先生、譚鎮山先生及鄭德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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