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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卡特马克智能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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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宁波卡特马克智能厨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对 2017年股票发

行募集资金截至 2018年 6月 4日剩余资金的用途进行变更。根据《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

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份系统公告【2016】63 号）等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0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以每股 10.3 元的价格发行不超过 

388.3495 万股（含 388.3495 万股），本次发行为发行对象不确定的

股票发行，拟融资额不超过 3999.99985万元（含 3999.999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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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3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立信中联验字[2018]第 D-0023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8年 5月 10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宁波卡特马克智能厨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8］1782 号），确认公司完成本次发

行股票认购 2,571,33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484,729.9元。 

二、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原使用计划 

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为：为了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加大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及购置自动化生产线设备

和品牌建设，增强公司研发和生产能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并持续优

化公司股权结构，以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5,739,240.97 

2 炊具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 2,529,291.70 

3 自动化生产线设备购置 9,229,928.37 

4 品牌建设 8,986,268.86 

合计 26,484,729.9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8年 6月 4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832,829.50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款 21,651,900.40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元） 已使用金额（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5,739,240.97 4,467,8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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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炊具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 2,529,291.70 0 

3 自动化生产线设备购置 9,229,928.37 0 

4 品牌建设 8,986,268.86 314,891.10 

5 发行费用 - 50,000 

6 手续费 - 80 

合计 26,484,729.9 4,832,829.50 

三、 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以及项目建设的具体资金需求，拟将募集资

金中用于自动化生产线设备购置的 600万元和品牌建设项目中的 180

万元变更用途用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的实缴，而品牌

建设中的 300万元变更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测算过程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8,739,240.97 

2 炊具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 2,529,291.70 

3 自动化生产线设备购置 3,229,928.37 

4 品牌建设 4,186,268.86 

5 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实缴： 7,800,000.00 

 宁波卡特马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宁波卡特马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宁波卡特马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嵊州市卡特马克智能厨具有限公司 1,800,000.00 

合计 26,484,729.9 

（一）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 

公司拟通过本次变更资募集资金780万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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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团队的组建及业务的开拓，以满足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业务拓展及运营需要，拓展和完善公司业务结构，快速提高市

场占用率。具体投入明细见下表：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已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补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宁波卡特马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 0 200 

宁波卡特马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 0 200 

宁波卡特马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 0 200 

嵊州市卡特马克智能厨具有限公司 
300 0 180 

募集资金投入合计 / / 780 

（1）宁波卡特马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以宁波卡特马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围绕核心厨房

品类的产品进行供应链整合，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

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谋求供应链整体最佳化，以此更好

的拓展市场。目前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发展势头良好，为了扩大产品

及营业收入，快速占领市场，公司需要一支具有针对性并且专业化的

供应链及营运团队，为公司提供新的营业增长点、增加公司现金流。

公司拟通过变更募集资金200万对宁波卡特马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进行团队组建及相关业务拓展费用的支出,具体费用投入计划表如

下： 

序号 用途 拟投入金额（万元） 备注 

1 团队建设人员费用 36 
预计团队 20人，平均月薪 0.6

万，3个月预计费用为 3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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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的购置 148 
拟投入 148万用于产品购置费

等相关费用支出。 

3 其他费用 16 
主要包括办公费、交通费、租

赁费、差旅费等费用支出。 

合计 200 / 

（2）宁波卡特马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以宁波卡特马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国内经销商渠道

进行市场开拓。目前市场需求度不断的上升，而现阶段针对于经销商

渠道的销售人数及专业化程度远不能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为更好的

服务于客户并开拓新渠道市场，搭建新的销售体系，保持营业收入的

稳定增长，公司拟通过变更募集资金200万，对该渠道进行更具有针

对性的团队组建。具体费用投入计划如下： 

序号 用途 拟投入金额（万元） 备注 

1 团队建设人员费用 24 

预计初期新团队 10 人，平

均月薪 0.8万，3个月预计

费用为 48万。 

2 产品购置 154 
拟投入 144万用于向供应链

公司购买产品的费用支出。 

3 其他费用 22 
主要包括办公费、交通费、

租赁、差旅费等费用支出。 

合计 200 /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合理使用，将促使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开拓

全国市场。 

（3）宁波卡特马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以宁波卡特马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公司全网电商平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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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运营及业务扩展，电商运营平台需要一支经营丰富的运营团队去经

营，公司拟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的200万对宁波卡特马克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巩固团队及深化电商运营，为拓展市场而作准备。具体费用

投入计划如下： 

序号 用途 拟投入金额（万元） 备注 

1 团队建设人员费用 45 

预计团队 30人，平均月薪

0.5 万，3个月预计费用为

45 万。 

2 产品购置 135 

拟投入 135 万用于向供应

链公司购买产品的费用支

出。 

3 其他费用 20 
主要包括办公费、交通费、

租赁费等费用支出。 

合计 200 /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组建专业化团队，以专业的销售人

员对专业化的产品进行市场开发，即符合公司的经营定位，又帮助公

司快速的占领市场。 

（4）嵊州市卡特马克智能厨具有限公司 

公司将以嵊州市卡特马克智能厨具有限公司对公司新研发智能

集成灶进行研发。该产品的研发需要一支专业研发团队及销售团队开

展，公司拟通过所募集资金的180万对宁波卡特马克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组建新团队及组织人员培训，为新产品拓展市场而作准备。具

体费用投入计划如下： 

序号 用途 拟投入金额（万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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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团队建设人员费用 9 

预计初期新团队 5人，平

均月薪 0.6万，3个月预计

费用为 9万。 

2 智能集成灶产品研发 159 

拟投入 159万用于智能集

成灶产品的研发及相关费

用的支出。 

3 其他费用 12 
主要包括办公费、交通费、

租赁费等费用支出。 

合计 180 /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组建专业化团队，以专业的研发人

员对专业化的产品进行开发，即符合公司的经营定位，又帮助公司快

速的占领市场。 

四、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情况说明 

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7 年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并提请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 备查文件 

（一）《宁波卡特马克智能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 

（二）《宁波卡特马克智能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卡特马克智能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