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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发行股

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如下装饰工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

和幕墙工程项目 
25,137.44 23,200.00 

2 
神仙居 SPA 养生度假基地（酒店）综合楼、客房

楼室内装修项目 
8,293.05 8,050.00 

3 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地块幕墙工程项目 13,962.96 13,750.00 

合计 47,393.45 45,000.00 

注：合计数尾数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

投入的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建筑装饰行业未来发展空间为公司扩大工程施工规模提供保障 

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势必推动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阶段。建筑装饰行业面临着持续、稳定增长的宏观

环境。同时城镇化的进一步推动将对作为主体项目的城市群形成更大的需求，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的快速崛起，引致更大的交通、商业

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为建筑装饰行业市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国民人均

收入稳步提高，人们对建筑品质将提出更高要求，促使建筑装饰平均造价稳步攀

升，这也将提升新增住房装修以及二手房再装修市场规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募投项目实施具备可行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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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幕墙工程项目、神仙居 SPA 养生度假基地（酒店）综合楼、客房楼室内装修项

目，均已签署施工合同，并履行了建设施工的相关手续，施工项目合同金额确定，

付款方式及施工进度明确，同时目前均按照施工合同工程进度计划正常推进；恒

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地块幕墙工程项目已取得中标通知书，各业主均为大

型公司，均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资金实力，募投项目实施和投资回报能得到有

效保障。 

（三）公司具备承接大型工程项目技术实力和管理经验 

公司成立以来，一贯注重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在施工

工法、专利和科技成果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目前拥有多项项省级施工工法和专利，

并多次荣获全国建筑科技创新成果奖项，其中超大、超高双层中空模块式玻璃隔

墙技术、超高层单元式玻璃幕墙环形轨道吊装施工技术等五项达到国内先进水

准。 

同时公司拥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设计甲级、建筑幕墙设计甲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在资

质等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多年来公司顺利完成多个大型装饰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专

业技术和项目管理经验，建设的项目受到客户广泛认可，市场美誉度不断提高，

品牌优势逐渐形成，为公司承接并运营大型建筑装饰施工项目提供保障。 

（四）公司具备充足的人员储备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优化配置。经过多年发

展，公司已汇聚了一批熟悉技术和市场、执行力强的管理人员，管理团队对建筑

装饰行业业务发展有深刻认识。近年来，公司大力加强人才建设，着力培养和建

设骨干队伍。公司充足的人员储备全力保障本次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五）募投项目涉及的建筑装饰材料供应充足 

公司从事的建筑装饰施工业务，涉及各种建筑装饰材料，包括石材类、木板

材料类、不锈钢类五金配件、油漆玻璃类等，公司成立以来，在原材料采购方面



4 

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和主要供应商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原材料供应充足，可以

满足募投项目按预期正常实施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估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如下装饰工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

和幕墙工程项目 
25,137.44 23,200.00 

2 
神仙居 SPA养生度假基地（酒店）综合楼、客房楼

室内装修项目 
8,293.05 8,050.00 

3 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地块幕墙工程项目 13,962.96 13,750.00 

合计 47,393.45 45,000.00 

注：合计数尾数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一）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和幕墙工程项目 

1、项目的具体投资数额明细构成 

本项目由公司作为承包人承包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

体化以及幕墙工程，深圳建设银行大厦位于福田区福中三路以南，深南大道以北，

民田路以西，建筑高度 160～180 米，其设计方案充分体现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将建成低碳环保，具有可持续、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绿色建筑。 

项目预计成本总额 25,137.44 万元，由设计费 205.20万元、工程施工费用

23,077.63 万元（材料成本 16,437.44 万元、人工费及机械费用 6,640.19万元）、

项目管理费用 1,241.81万元、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 612.80 万元，项目预计成

本明细及测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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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成本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设计费用 205.20 

23,200.00 
2 工程施工费用 23,077.63 

3 项目管理费用 1,241.81 

4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 612.80 

合计 25,137.44 23,200.00 

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和幕

墙工程合同》以及实际项目建设需求进行测算；工程建设相关价格参照供应商报

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

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总投资，具体数额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2、发包方基本情况 

该项目的工程发包方为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其相关信息如下所示： 

成立时间：1996年 6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李华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 1号楼 6501 

注册资本：116,500万港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含限

制项目);酒店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平面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

信息咨询;日用百货、酒店用品、装潢设计材料、机电机械设备、管道设备、电

子产品、卫生洁具、工艺礼品、床上用品、农畜产品、五金交电、钟表眼镜及其

他光学用品、照相器材、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家具、黄金饰品、珠宝首饰、文体用品的零售。 

3、项目资金使用的进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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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项目投资，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进行支

出。 

（二）神仙居 SPA 养生度假基地（酒店）综合楼、客房楼室内装修项目 

1、项目的具体投资数额明细构成 

本项目由公司作为承包人承包神仙居 SPA养生度假基地（酒店）综合楼、客

房楼室内装饰工程，项目位于浙江省神仙居旅游度假区山谷风光区，总占地约

288亩，建设用地 208亩，总投资约 10亿元，项目为 SPA美容养生主题特色，

聚集了目前国内、国际上各种先进的 SPA美容养生模式，总体上以“SPA 美容养

生为核心，酒店为配套”，目标是打造成为国内高端 SPA美容养生基地之一。 

项目预计成本总额 8,293.05 万元，由工程施工费用 7,723.90 万元（包括材

料成本 5,406.73万元、人工费及机械费 2,317.17万元）、项目管理费用 367.80

万元、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201.34 万元，项目预计成本明细及测算过程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成本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费用 7,723.90 

8,050.00 2 项目管理费用 367.80 

3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201.34 

合计 8,293.05 8,050.00 

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神仙居 SPA养生度假基地（酒店）综合楼、客房楼室

内装饰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实际项目建设需求进行测算；工程建设相关价格参照

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

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总投资，具体数额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2、发包方基本情况 

该项目的工程发包方为浙江台州登云国际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其相关信

息如下所示： 

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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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成立 

注册地址：仙居县南峰街道世纪华都 1110室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住宿服务;餐饮

服务;健身服务;健康知识咨询服务;娱乐服务;美容服务;食品经营。 

3、项目资金使用的进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

入的项目投资，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进行支

出。 

（三）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地块幕墙工程项目 

1、项目的具体投资数额明细构成 

本项目由公司作为承包人承包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地块幕墙工程，

恒明湾创汇中心项目位于龙岗区龙城街道爱心路与龙平西路交汇处西北侧，建设

用地面积 14,912.51平方米。项目预计成本总额 13,962.96万元，由工程施工费

用 12,880.00 万元（包括材料成本 9,632.00万元、人工费及机械费 3,248.00

万元）、项目管理费用 720.00 万元、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362.96 万元，项目预

计成本明细及测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成本项目名称 

5#地块 

投资金额 

6#地块 

投资金额 
投资总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费用 6,293.64 6,586.36 12,880.00 

13,750.00 2 项目管理费用 351.82 368.18 720.00 

3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179.74 183.22 362.96 

合计 6,825.20 7,137.76 13,962.96 13,750.00 

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地块幕墙工程项目的招投

标相关文件以及实际项目建设需求进行测算；工程建设相关价格参照供应商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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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

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总投资，具体数额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2、发包方基本情况 

该项目的工程发包方为深圳市恒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其相关信息如下所

示： 

成立时间：2011年 8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陈仁武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新工业区 1 栋厂房 1楼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审批);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在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地块

上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经纪。 

3、项目资金使用的进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

入的项目投资，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建设实际进展情况的需要进行支

出。 

四、项目的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本次募投项目均为装饰

施工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向。公司随着业务规模

逐年扩大，业务区域不断拓展，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施工项目

运营模式，工程项目在中标后经营部与客户商讨核实重要的施工和付款条款并签

订合同，由工程部和成本核算部根据项目特点择优确定劳务队伍，由工程部和人

力资源部负责组建项目管理团队，全面负责装饰施工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施工

进度及安全卫生等项目日常运营相关事宜。 



9 

施工项目开工前，公司采购中心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要求编制项目

的材料采购计划及资金计划，报成本核算部和财务部审核，对于集中采购的材料

需经总经理最终审批后实施采购。 

五、项目效益分析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通过公开招标及邀标等方式承接，由公司负责募投项目施

工进度、施工质量等管理，按照施工合同的约定收取工程款，赚取工程施工毛利，

从而实现项目盈利。经测算，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可实现毛利 5,650.23 万元，具

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各募投项目合同总价及毛利等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收入 
项目 

测算总成本 
毛利 毛利率 

1 

深圳建行大厦非公共区域精

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和幕墙

工程项目 

27,848.56 25,137.44 2,711.12 9.74% 

2 

神仙居 SPA养生度假基地

（酒店）综合楼、客房楼室

内装修项目 

9,195.12 8,293.05 902.07 9.81% 

3 
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5#、6#

地块幕墙工程项目 
16,000.00 13,962.96 2,037.04 12.73% 

合计 53,043.68 47,393.45 5,650.23 - 

注：此处项目总收入已扣除税费、暂列金额等影响。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国家相关的产业

政策及上市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发行完成并实施募投项目后，公司的资

金实力将进一步提升，保障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运行，有助于提高公司后续项目

承接能力，扩大业务发展规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总额将会同时增加，公

司资金实力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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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次非公开发行在短期内可能对公司的即期回报造成一定摊薄，但随着募投项

目的顺利实施，将产生良好的经营效益，提升公司的盈利空间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七、结论 

通过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满足公司大型装饰工程项

目实施的资金需求，保障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增长，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盈利空间，

巩固公司建筑装饰行业市场地位，为公司未来业务的拓展及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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