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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降低财务风险，重庆建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或“公司”）拟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亿元（含 24亿元，币种人

民币，下同），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流仓储项目 51,044.78 36,000.00 

2 重庆保税港区空港皓月小区公租房项目 89,437.46 68,000.00 

3 
长寿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

厂房项目工程总承包 
45,619.80 38,000.00 

4 
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主体工程施

工项目 
47,551.37 39,000.00 

5 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厂区二期项目 39,959.55 29,000.00 

6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0 30,000.00 

合计 303,612.96 240,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先行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可用于支付

项目剩余款项及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建筑施工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市场需求呈上升趋势。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性产业，现已成为各行各业发

展的基础性行业。近年来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建筑业总产

值和增加值也在不断增长。2017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为 21.39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速高于 GDP；2017年施工项目计划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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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131.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51.90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 62.9815万

亿元，同比增长 4.8%，对建筑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国家及重庆当地积极的政策导向，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机遇 

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以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

家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地方新一轮促进民间投资政策密集出台，固

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将为建筑企业发展带来新的空间。重庆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

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将着力打造“城

乡统筹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国内重要

功能性金融中心”“西部创新中心”“内陆开放高地和美丽山水城市”，

重庆交通、能源、水利、环保、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

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制造业基

地建设等将加速，为公司深耕重庆当地市场提供了机遇。 

3.公司所处行业与业务模式决定公司对业务的开展与开拓需要

大量投入 

从公司的行业特点来看，建筑施工行业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

业，生产经营中需投入大量的流动资产。此外，随着国内建筑施工项

目需求朝大型化、多元化方向逐步发展，而且一级投融资模式日益多

元化，导致工程项目施工难度和周期在相应增加的同时，也对施工方

的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公司近年来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需要大量融资来开拓市场和承揽更多大型工程项目。 

从公司的业务模式来看，公司主要以工程建设投入贯穿于整个业

务运营周期，即从工程投标阶段就开始即投入资金，到工程质保期结

束才能全部收回，在建设与投资业务的各环节都需大量资金支撑。 

（二）募投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公司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突出的全产业链集成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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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经过数十年在建筑领

域的深耕，已在房屋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工程、建筑装饰

等业务板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领先的竞争优势，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品牌。 

公司凭借着科学的管理体系、严格的内控保障、高效的融资能力

与多元的人才结构，不断向建筑领域上下游产业链拓展，以提升一体

化集成运营能力。目前，公司业务涵盖建筑施工、工程设计、钢结构

制造、商品混凝土和预制构件生产、建材物流等多个领域，并延伸拓

展至建设项目投资运营管理、建筑科技等新业务领域，具有较完整的

建筑全产业链的配套业务，为本次募投项目的推进提供有力的保障。 

2.公司拥有深厚的人员、技术、市场储备 

（1）人员储备 

近年来，公司通过引进与培养人才，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建立了

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截止 2017年末，公司在职员工数量合计 15,878

人，其中生产人员 3,751人，技术人员 8,797人，管理人员 3,330人，

67%以上人员的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人才质量和总量在重庆市建

筑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围绕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针对工程关键技

术和重大难点，组织技术攻关，培养了一批以“首席专家”和“建工工匠”

领军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公司既形成了在不同领域成熟可靠、

效益显著的核心工艺技术，同时也造就了一支稳定的专业人才骨干队

伍。 

（2）技术储备  

公司重视科研开发对经营实力的提升作用，通过多年钻研，获得

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集约管理体系。截止 2017年末，公司拥有 1个研究院、1个国家

级技术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和 9个省部级技术中心，拥有 383项

专利，其中包括 64项发明专利，主编了 82项标准、14部国家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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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307部省部级工法，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桥隧工程、公路工程、

结构工程等多个方向的技术创新团队、技术管理体系和创新体系。公

司具备履行大型、复杂项目合同的能力。   

（3）市场储备 

公司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

强化战略营销、品质营销、多元营销，充分发挥上市企业的市场优势，

大力布局全国市场，继续保持了企业稳健的发展势头。2017年，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承接工程任务量达 659.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23%。全年承接市外工程 239.16亿元，占比 36.26%，同比增加

54.3%。公司新签合同规模进一步增加，2017年新签合同额达到了

598.44亿元，较上年度同比增长 19.47%，项目储备丰富。 

三、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流仓储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流仓储项目（以下简称“铁路口岸项目”）

为勘察、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

缺陷修复和保修及相关审批备案等一体的交钥匙工程。该项目位于重

庆市主城区，发包方为重庆园投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投

仓储公司”）。 

本项目具体工程范围包括：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建设项目内设

计、建设项目内施工（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流仓储工程

的场平、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屋面、建筑装饰装修、建筑给

排水（室内、室外）、建筑电气（室内、室外）、消防、防雷、建筑

节能、附属建筑（管理办公用房、大货车停车位、大门、围墙、挡土

墙）；道路的路基、路面、综合管网、人行道、路灯安装及景观等）

及 EPC实施过程管理等。 

2.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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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物流仓储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

引领经济新常态、贯彻发展新理念的要求，进一步把物流业降本增效

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作为降成本、补短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点任务，着力推动物流业创新发展。 

本项目重点发展保税仓库、流通加工、国际采购、国际分拨配送

及转口贸易等，扩大了重庆铁路口岸物流容纳量，为增值服务的规模

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能够满足市场对货品的多种经营需求，为增值服

务的发展方向创造更多的可能，是铁路口岸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和

突破的重要保障，满足铁路枢纽对物流仓储的大量需求，是落实物流

功能的客观要求。 

3.项目投资 

项目概算投资为 51,044.78 万元，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6,000.00万元投入该项目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中的资本

性支出部分，其余资金采用公司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4.经济效益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53,965.55万元，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及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并于 2016 年

12月签订了《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流仓储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

同》。目前，本项目业主方园投仓储公司已经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重庆市沙坪坝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关于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

流仓储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沙发改【2016】137号 

重庆市沙坪坝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关于重庆铁路口岸公共物

流仓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沙发改【2017】569号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沙）环准【2017】035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书 

渝（2017）沙坪坝区不动产权

第 000614267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书 

渝（2016）沙坪坝区不动产权

第 0004386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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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保税港区空港皓月小区公租房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重庆保税港区空港皓月小区公租房项目（以下简称“皓月小区项

目”）为施工总承包项目。该项目位于重庆市渝北区，项目业主方为

重庆保税港区公租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港区公建公

司”）。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0万平方米，包括 1#-6#、10#-18#楼及车

库，周边环境及道路的平基土石方、基础工程、主体工程、装修工程、

给排水工程、暖通、电气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安装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室外工程（包括室外道路、综合管网、绿化、照明及其它

附属工程）及水电气讯等。 

2.项目背景 

近年来，重庆加大了建设公租房的决心和步伐，从 2010 年初重

庆首个项目“民心佳园”在鸳鸯片区正式动工以来，重庆多个主城及

区县公租房已相继开工建设。 

公租房建设符合党中央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符合渝北区“十三五”规划关于“以政府为

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求，

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管理”的要求，有利于多层次满足中低收入

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本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建立健全稳定的、规模化的公共租赁住房市场，从而进一

步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 

本项目的功能定位为重庆保税港区笔记本代工厂商配套的集中

宿舍区，具有人员数量多、人员密度大、瞬时流量高的特征，按照“现

代物业社会化管理模式”的基本要求，规划建设“方便生产、利于管

理、生活惬意、配套齐全、出行便利”的员工宿舍区。本项目的建设

能够保证空港员工安心工作，维护空港的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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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投资 

项目概算投资为 89,437.46 万元，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

68,000.00万元投入该项目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中的资本

性支出部分，其余资金采用公司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4.经济效益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100,000.00万元，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及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17年 8月收到该项目的直接发包通知书，并于 2017

年 9月签订了《重庆保税港区空港皓月小区公租房项目（一标）施工

合同》。目前，本项目业主方保税港区公建公司已经取得如下审批文

件，其他相关备案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 

《关于重庆保税港区空港皓

月小区公租房项目可研的批

复》 

渝两江经审【2018】42号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 

《关于下达 2018年两江新区

政府主导类投资计划的通知》 
渝两江管办发【2018】7号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保税港区智能终端产

业载体资源项目实施单位采

用直接发包方式的批复》 

渝两江管【2017】109号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

分局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两江）环准【2018】007

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两江新区分局 

《关于皓月小区公租房项目

使用国有土地预审的通知》 

渝国土房管两江审【2018】27

号 

（三） 长寿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厂房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长寿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厂房项目（以下简

称“长寿项目”）为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至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工程缺陷责任期间的保修等一体的交钥匙工程。该项目位于重庆市长

寿经开区，业主方为重庆长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寿经开投资公司”）。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22,8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77,83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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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45,000平方米，包括工业建筑约 225,000

平方米、配套用房约 20,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32,830 平方

米，包括车库约 29,830平方米、设备用房约 3,000 平方米。具体工

程承包范围包括：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至竣工验收

交付使用、工程缺陷责任期间的保修等全部工作内容。 

2.项目背景 

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2010 年经国务院批准由重庆（长寿）化

工园区升级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国家化工新材

料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基地，重点发展综合化工、新材料新能源、冶

金钢铁、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五大产业。 

为了落实长寿经开区发展规划，加快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的

的发展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吸引更

多入驻企业，园区企业配套厂房及设施建设尤为重要。 

本项目的建设可辐射带动交通运输、物流、包装、建筑等行业的

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3.项目投资 

项目概算投资为 45,619.80 万元，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8,000.00万元投入该项目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中的资本

性支出部分，其余资金采用公司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4.经济效益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50,000.00万元，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及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18年 2月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并于 2018年 4

月签订了《长寿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厂房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目前，本项目业主方长寿经开投资公司已经取得如

下审批文件：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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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关于长寿经开区移民生态

工业园区一期标准厂房立项

的批复》 

长发改投【2017】449号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关于调整长寿经开区移民

生态工业园区一期标准厂房

项目名称的通知》 

长发改投【2017】502号 

重庆市长寿区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长寿区环境保护局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长）环准【2018】017号 

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书 

渝（2018）长寿区不动产权第

000528865号 

（四）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主体工程施工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主体工程施工项目（以下简称

“渝北中医院项目”）为施工总承包项目。该项目位于重庆市渝北区，

业主方为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以下简称“渝北中医院”）。 

本项目具体工程承包范围包括：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之土建、室

内装修、给排水、电气、电梯、弱电智能化、人防、消防、室外环境、

医疗类工程等。 

2.项目背景 

渝北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是重庆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国家中心

城市主体功能区及形象展示区。目前渝北区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总体发展较快，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每千人享受床位数

3.66 张，距离《重庆市社会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2020 年

每千常驻人口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 6.18 张的目标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服务水平十分重要。 

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是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为一体的重庆市示范中医院、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院。受现

有土地狭小、布局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渝北区中医院的发展缓慢，

极不利于医院建设成为三级甲等医院。 

本项目的实施将会加强渝北区中医药事业发展，加快渝北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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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教、研中心建设步伐，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

医疗服务。 

3.项目投资 

项目概算投资为 47,551.37 万元，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9,000.00万元投入该项目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中的资本

性支出部分，其余资金采用公司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4.经济效益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49,422.17万元，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及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18年 1月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并于 2018年 4

月签署《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主体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目前，本项目业主方渝北中医院已经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重庆市渝北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关于渝北区中医院三级甲等

医院建设项目变更立项的批

复 

渝北发改投【2017】634号 

重庆市渝北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关于同意渝北区中医院三级

甲等医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渝北发改投【2018】520号 

重庆市渝北区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渝北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北）环准【2015】134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 
重庆市房地产权证 201D房地证 2015字第 00484号 

（五）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臵有限公司厂区二期新建工程施工项

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臵有限公司厂区二期新建工程施工项目（以

下简称“翊宝二期项目”）为土建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该项目位于

重庆保税港区空港功能区内，业主方为重庆翊宝智慧电子装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翊宝”）。 

本项目具体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防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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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程、挡土墙工程、主体结构工程、砌体工程、幕墙及门窗工程、

防腐防水保温工程、给排水预埋管工程、装修装饰工程、景观绿化道

路工程等。 

2.项目背景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于 2008 年 11 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

立，是我国首个内陆型保税港区，规划面积 40 平方公里，由水港功

能区和空港功能区两个部分组成。保税港区重点产业由加工贸易、现

代物流及服务贸易三个板块构成，其中加工贸易板块主要以电子信息

产业为龙头，涵盖精密加工产业在内的保税加工产业集群，着力引进

笔记本电脑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助推笔记本电子工业企业扩充产能

和产业垂直整合一体化。 

2011年 6月，仁宝电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324.TW）入驻保税

港区并投产运营，截至 2017 年末累计生产笔记本电脑 3,400 万台，

工业产值近 900亿元。重庆翊宝作为仁宝电脑工业于重庆当地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本项目的实施能够助推重庆翊宝实现“恒产恒业”扎根发

展，进一步扩充产能，从而带动保税港区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发展，并

将保税港区加工贸易产品逐步从单一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一体机、

平板电脑生产拓展至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的全覆盖。 

3.项目投资 

项目概算投资为 39,959.55 万元，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29,000.00万元投入该项目中的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采购中的资本

性支出部分，其余资金采用公司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4.经济效益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42,743.36万元，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及进展情况 

目前，本项目业主方重庆翊宝已经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 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0079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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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重庆市环保局两江新区分局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批准书 
渝（两江）环准【2018】053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书 

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产权

第 000309433号 

（六）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优化资本结构，满足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带来的资金需求。 

2.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1）调整公司负债结构，加强财务稳健性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7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上海建工 84.49% 1.24 0.66 

龙元建设 83.34% 1.06 0.55 

宁波建工 80.47% 1.12 0.68 

行业平均 82.76% 1.14 0.63 

重庆建工 89.62% 0.99 0.53 

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数据，公

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此外，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

也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偿债能力有待加强。  

通过发行可转债偿还银行借款，能够有效调整负债结构，改善公

司的偿债能力。本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进

一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2）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由于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及财务费用较高，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

司财务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 年 6月末

/2018年1-6月 

2017年末/ 

2017年度 

2016年末/ 

2016年度 

2015年末/ 

2015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89.07% 89.62% 92.14%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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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7.77% 79.63% 87.65% 87.06% 

财务费用 29,203.36 59,564.21 80,023.28 100,633.75 

营业利润 24,607.91 53,913.61 49,067.95 76,185.53 

财务费用占营业利润

的比例 
118.67% 110.48% 163.09% 132.09%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均超过 100%，财务

费用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较大。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偿还公司部分借款，

可有效降低公司债务规模，减小财务费用负担。 

四、募投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募投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

策，有利于公司在房屋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业务拓展，有利于

提升行业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巩固市场地位、提高经营业绩，

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

不变，不会导致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二）本次募投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在短期内将增加公司负债和资产规模，

提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待后续完成转股后，负债将逐渐下降，净资

产相应上升，资产负债率将最终实现下降。同时，通过将本次募集资

金投入公司主营业务，预计公司盈利能力将提高，投融资能力、发展

潜力将大大增强。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募投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

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本次募投项目

的陆续完成，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得到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盈利

稳定性将不断增强。这将有利于公司项目的继续拓展，实现公司的进

一步发展。 

五、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行业发

展趋势，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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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财务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

为公司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基础，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具备可行性。 

特此报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