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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为确认出席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的出席资格，会议工作

人员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工作，请被核对者给予配合。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须在会议召开前30分钟到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手续，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必请

出席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准时到达会场签到确认参会资格。会议

开始后，会议登记应当终止，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

数及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三、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上所列顺序审议、表决议案。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

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需要在大会发言的，

应于会议开始前在签到处登记并填写登记表，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不得无故中断大会

议程要求发言。 

六、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七、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所提问题。对于

可能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内幕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主

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八、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

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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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均视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九、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推举1名股东代表、1名监事代表为计票人，1名

股东代表、1名律师为监票人，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

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合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十一、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

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十二、本次会议由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十三、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不要随意走动，手机调整为

静音状态，会议期间谢绝个人录音、录像及拍照，与会人员无特殊原因应在大会

结束后再离开会场。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十四、本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东大会

股东的住宿等事项，以平等对待所有股东。  

十五、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及表决方式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2

年7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2-055)。  

十六、特别提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鼓励各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

式参会。确需现场参会的，请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杭州市有关疫情防控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现场参会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进行登记和管理。  

请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主动配合公司做好现场身份核对、个人信息

登记、出示健康码、体温检测等疫情防控工作，符合要求者方可进入公司，进

入会场参会期间，也需全程佩戴口罩，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引导，保持

必要的座次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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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22年7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7月18日  

至2022年7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1号大街210号奥普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8日（星期五）  

五、会议登记时间：2022年7月15日（星期五） 

上午 09:00-11:30  下午 14:00-17:00 

六、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七、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召开，介绍股东及其他出席人情况。  

（二）选举现场计票人、监票人。  

（三）宣读议案  

1.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 

（四）股东对议案进行表决。  

（五）计票人计票，监票人监票。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请见证律师对会议情况发表法律意见。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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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42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奥普家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1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15.2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为 60,855.21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合计人民币计 6,812.93 万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042.28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6 号）。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奥普（嘉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1,950.00 34,061.27 34,195.31 

2 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25,741.80 19,981.01 20,049.37 

合计 77,691.80 54,042.28 54,244.68 

（二）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介绍  

奥普（嘉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投资 51,95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4,061.27 万元，在浙江省嘉兴市王店镇建设奥普（嘉兴）生产基地，规划建筑

面积总计约为 212,561 ㎡。建设内容为：进行集成吊顶、集成灶等产品工厂及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购置并安装相应生产设备建设新的产品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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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公司业务规划情况，公司拟对该项目实施计划进行变

更。项目中原用于年产 800 万平方米集成吊顶和 6 万台集成灶的配套设备全部变

更至最大年产 200 万台浴霸和 20 万台通风扇生产能力的配套设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仅对奥普（嘉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建设内

容进行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涉及关联交易。该项目投资总额调整

为 44,751.9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仍为 34,061.27 万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奥普（嘉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通过购置土地及先进生产制造设备，

建设集成吊顶及集成灶生产线。项目投资概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 募集资金投入估算 

1 工程费用 30,156.03 27,800.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9,157.02 1,400.00 

3 征地及其他费用 5,706.64 4,365.45 

4 预备费 2,280.30 495.82 

5 铺底流动资金 4,650.00 - 

合计 51,950.00 34,061.27 

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预计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108,800.00 万元，实

现净利润 16,136.90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4,195.31 万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2019 年至 2021 年度，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6.50 亿元、15.93 亿元、20.58

亿元，其中浴霸及通风扇收入 8.12 亿元、7.85 亿元、10.08 亿元，占收入比为

49.21%、49.28%、48.98%，系公司最核心的业务，且发展态势良好。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发展并巩固核心业务优势，增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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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同时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经公司审慎论

证，拟将项目中原用于年产 800 万平方米集成吊顶和 6 万台集成灶的配套设备全

部变更至最大年产 200 万台浴霸和 20 万台通风扇生产能力的配套设备，因此变

更后的募投项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设备投资金额。 

三、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介绍  

本项目拟在原征用地面积 174.47 亩及标准厂房 212,561 平方米的基础上，购

置注塑机、浴霸装配线、自动激光焊接机、中央供料系统、粉碎机、废气处理设

备及配套辅助信息化设备，项目达产后，实现最大年产 200 万台浴霸和 20 万台

通风扇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 募集资金投入估算 

1 工程费用 32,597.30 27,800.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3,420.00 1,400.00 

3 征地及其他费用 6,318.60 4,365.45 

4 预备费 1,416.00 495.82 

5 铺底流动资金 1,000.00 - 

合计 44,751.90 34,061.27 

本项目预计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81,00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632.06 万

元，税后投资回收期 4.21 年（不含建设期），税后内部收益率 18.50%，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公司作为浴霸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该领域深钻精研，掌握和储备了较为先进

的技术，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竞争力。此外，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企

业经营理念、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市场开拓能力和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具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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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的良好条件；项目实施地便利的交通、优越的位置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对外

交流、产品销售、货物运输、素质提升的良好基础；项目实施地周边水、电、环

保排污等公用配套设施齐全，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及投产。 

通过新产线的投产，除扩大重点拓展产品产能外，还可以将部分配件及产品

由 OEM 转为自产，同时利用嘉兴生产基地人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显著降低成本

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项目前景分析 

公司多年来深耕浴霸行业，在该领域深钻精研，掌握和储备了较为先进的技

术，在中高端浴霸市场中占有率较高，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

消费能力、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智能化、高端化的需求不

断提升，公司的浴霸市场份额也有望持续提升。 

浴霸及通风扇作为浴室家电的添置率较高，随着房地产精装修比例不断提

升，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有利于行业内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上升，为公司工

程端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四）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如果未来公司的市场开拓不能满足产能扩张速度，或是市场增长速度低于预

期，使得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则公司面临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现有销售渠道建设，建立和维护好稳定的经销商关

系，努力拓宽线上线下市场。同时采用合适的经营计划和销售策略，始终坚持为

用户创造价值的经营思想，不断加强产品竞争力。 

2、审批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尚需获得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嘉兴市秀洲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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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变更证明。新项目在原项目基地内建设，无需新增用地。但尚需根据相关法规

履行环评、安评等审批手续。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募集资金实施的前提条件，本次变更能否通过股东大

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

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目的和对公

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市场环

境和客户需求，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

能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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