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678 号”文核准，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真爱美家”、“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结果，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500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安信证券”）认为真爱美家申请其
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Truelove Vogue Co., Ltd.
注册资本：7,500万元
实收资本：7,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期中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12月14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4年8月15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佛堂大道399号
邮政编码：322000
电话号码：0579-89982888
1

传真号码：0579-89982807
互联网网址：http://www.zamj.cn
董事会秘书：衡虎文
电子邮箱：hhw@zamj.cn
联系电话：0579-89982888
经营范围：实物现场销售、网上销售：针纺织品、毛纺织品、床上用品；实
业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真爱有限于2014年8月整体变更设立。真爱有限以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净资产157,010,701.67元折合
股本7,500万股，超出股本部分的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2014年8月7日，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4]155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净
资产折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2020年6月18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中汇会鉴[2020]4761号”《出资情况的专项复核报告》，对上述
净资产折股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资复核。2014年8月15日，公司办理了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注册号为330782000175684的《营业执
照》。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以毛毯为主的家用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
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毛毯及床上用品（套件、被芯、枕芯等），同时对外销售
少量毛巾、家居服、地毯等纺织品及包装物。公司毛毯业务由子公司真爱毯业和
真爱家居负责，母公司真爱美家则主要负责套件、被芯、枕芯等床上用品的设计、
品牌运营及产品销售。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报告期的财务报告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0]5870号），公司报告期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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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20.6.30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70,658.96

73,303.77

67,085.77

66,306.20

负债总计

14,152.80

20,513.10

24,460.77

29,973.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6,506.16

52,790.67

42,625.00

36,332.27

少数股东权益

-

-

-

-

股东权益合计

56,506.16

52,790.67

42,625.00

36,332.2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1,544.89

100,176.46

102,442.13

91,650.67

营业利润

3,887.59

11,067.51

6,283.56

3,192.28

利润总额

4,154.66

11,495.00

6,907.69

3,395.92

净利润

3,715.49

10,165.67

6,292.73

2,772.0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3,715.49

10,165.67

6,292.73

2,772.0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9.28

13,767.12

8,194.85

5,624.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46

-6,001.38

-858.05

-4,018.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53

-4,533.19

-4,182.54

-1,190.5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27.55

-86.46

-686.94

-365.64

-2,722.76

3,146.09

2,467.32

50.1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0.6.30/
2020 年 1-6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流动比率

3.22

2.23

1.67

1.36

速动比率

1.91

1.54

1.07

0.8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50

3.25

2.88

3.3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
的比例（%）

0.48

0.55

0.91

0.8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53

7.04

5.68

4.8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95

8.94

9.67

10.48

存货周转率（次）

2.97

5.49

5.4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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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2

84.19

16.14

8.7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5,622.32

14,546.30

10,134.87

7,241.0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25

1.84

1.09

0.7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6

0.42

0.33

0.01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元/股）

0.41

1.26

0.89

0.47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元/股）

0.41

1.26

0.89

0.47

利息保障倍数（倍）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7,5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25%，发行后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股
3、发行数量：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5%。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4、发行后总股本：10,000万股
5、本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25%
6、发行价格：18元/股
7、发行后每股收益：0.9461元/股（按照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市盈率：19.02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9、发行前每股净资产：7.53元（按照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前股本计算）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40元（按照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11、发行市净率：1.91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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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25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2,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本
次发行余股53,308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0.21%。
13、发行对象：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或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14、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5、股票锁定期：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和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票无
锁定期。
16、发行费用概算：
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1）保荐承销费4,110.74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1,869.62
万元；（3）律师费用1,022.64万元；（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465.57万
元；（5）发行手续费及印花税31.43万元。上述费用均不包含增值税。
17、募集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5,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7,500
万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1年3月31日对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1461号《验资
报告》。
18、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期中、公司控股股东真爱集团、公司股东博信投资、
郑其明、刘元庆、刘忠庆、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郑扬、王天寿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期中、公司控股股东真爱集团、公司股东博信投资、郑其
明、刘元庆、刘忠庆、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郑扬、王天寿承诺：（1）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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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8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公司/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 个月；（3）本公司/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郑期中、郑其明、衡虎文、郑扬、陈
红、毛森贤、李秀红、叶成效承诺：（1）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后半年
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衡虎文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即 2021 年 10 月 8 日）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3）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担任公司监事的毛森贤、李秀红、叶成效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公司股东鼎泰投资承诺
公司股东鼎泰投资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其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真爱美家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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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后股本总额为10,00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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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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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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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信证券作为真爱美家的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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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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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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0、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
损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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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
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
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责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同时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并加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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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
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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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
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志超、甘强科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38号国投大厦4楼
电话：021-35082883
传真：021-3508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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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推荐，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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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真爱美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志超

甘强科

法定代表人（签名）：
黄炎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10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