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中装建设                                   股票代码：00282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〇二〇年十月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116,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施工工程项目建设 68,988.89 45,000.00 

1.1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

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 
18,655.02 12,000.00 

1.2 
东盟艺术学院项目精装修工程施

工Ⅰ标段 
12,044.53 6,000.00 

1.3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

程施工机电安装专业分包工程 
11,297.19 7,000.00 

1.4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

程施工园林景观、绿化、道路及

照明灯塔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6,894.94 6,000.00 

1.5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

程施工智能化专业分包工程 
6,843.15 5,000.00 

1.6 红土创新广场精装修工程Ⅰ标段 4,618.42 3,500.00 

1.7 
龙岗中心医院门急诊大楼修缮改

造工程 
4,490.24 2,500.00 

1.8 

第三届亚青会汕头市游泳跳水馆

改建项目（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

精装修工程 

4,145.41 3,000.00 

2 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75,000.00 4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1,000.00 31,000.00 

合计 174,988.89 116,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

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

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析 

（一）建筑施工工程项目建设 

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用于建筑施工工程项目建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

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 
18,655.02 12,000.00 

2 
东盟艺术学院项目精装修工程施

工Ⅰ标段 
12,044.53 6,000.00 

3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

程施工机电安装专业分包工程 
11,297.19 7,000.00 

4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

程施工园林景观、绿化、道路及

照明灯塔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6,894.94 6,000.00 

5 
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

程施工智能化专业分包工程 
6,843.15 5,000.00 

6 红土创新广场精装修工程Ⅰ标段 4,618.42 3,500.00 

7 
龙岗中心医院门急诊大楼修缮改

造工程 
4,490.24 2,500.00 

8 

第三届亚青会汕头市游泳跳水馆

改建项目（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

精装修工程 

4,145.41 3,000.00 

合计 68,988.89 45,000.00 

1、本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募投项目实施可有效提升公司在建筑装饰领域的竞争力，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方向 

建筑装饰业务系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多年来在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业务

上精耕细作，锐意进取，成果显著。近年来，凭借着全面的业务资质和优秀的施

工能力，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完成了一系列的代表性装饰工程项目。拓展建筑

装饰工程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上述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可有效提升

公司在建筑装饰领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影响力，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方向。 

（2）通过募集资金增强财务实力，匹配业务发展资金需求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自有资金难以完全满足所有项目的资金需

求，而新增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将会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加利息支出，

为了在建筑装饰行业中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进一步拓展业务规模，公司迫切需要

通过长期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公司大型装饰施工项目开展带来的资金压力，保障公司主营业

务的持续增长，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公司利息支出和

财务风险，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增强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 

（3）通过募集资金可以保障项目按期实施，从而保障未来营业收入稳定增

长 

根据建筑装饰工程行业惯例，业主方主要根据项目工程进度按月、季度或者

按照工程节点支付工程款。在项目实际的施工过程中，业主方支付工程款进度与

公司向供应商支付采购款进度不会完全匹配，建筑装饰企业往往需要自行垫付大

量的材料款及人工费等项目必须开支，先行投入大量自有资金。因此，公司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有助于保证项目按照进度顺利实施，从而保障未

来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2、本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1）建筑装饰行业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公司拓展业务提供保障 

建筑装饰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

的发展水平联系紧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显著影响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宏

观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为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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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战略方案

的深入实施都对行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另外，根据 2020 年 3 月 27 日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精神，在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下将启动新一轮基建

投资，预期会给我国建筑装饰行业带来持续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公司业务拓

展提供保障。 

（2）公司营业收入及订单金额不断增长、良好的业务发展态势是公司募投

项目顺利实施的坚实业务基础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加，订单金额不断增长。2017 年-2019 年，公

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1.73 亿元、41.46 亿元、48.59 亿元，复合增长率为 23.75%；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公司累计已签约未完工的合同金额高达 87.18 亿元，业务

发展态势良好。良好的业务发展态势是公司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的坚实业务基础。 

（3）健全的资质、专业的人才和雄厚的技术储备是募投项目实施的坚实基

础 

公司一贯奉行“质量先行、科学管理、优质服务、打造精品”的质量方针和“科

学化、环保化、人性化”的装饰理念，以优良的业绩取信于社会。近年来，公司

获得了包括鲁班奖、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在内的国家及省市级工程奖项 300 多

项，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公司业务资质健全，拥有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饰工程

设计专项甲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等资质。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积极

引进和培养了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具有经验丰富的高层管理团队和执行力

强的中层管理人员，已经拥有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储备。同时，作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持续增加研发人员数量，加大研发投入金额，不断夯实公

司核心竞争力。健全的资质、专业的人才和雄厚的技术储备，为本次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4）丰富的项目经验夯实了项目实施能力，可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承接的装饰工程遍布全国各地，项目类型覆盖范围广泛，包括文教体卫

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商业建筑、高档酒店等公共建筑和普通住宅、别墅等住宅

建筑，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同时，丰富的建筑装饰项目实施经验

为公司打造了阶梯型高素质的施工管理队伍，夯实了项目实施能力，为公司业务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司丰富的建筑装饰项目实施经验以及卓越的项

目实施能力将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3、项目的具体情况 

（1）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18,655.02 万元（按暂估工程总承包测算） 

项目建设期间：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360 天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毕节市七星关区碧海办事处尚家寨村和观音桥办事处迎宾村

之间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18,655.02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12,000.00 万元，

具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成本 17,400.10 12,000.00 

2 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 1,254.92 - 

小计 18,655.02 12,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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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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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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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7.35%，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东盟艺术学院项目精装修工程施工Ⅰ标段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东盟艺术学院项目精装修工程施工Ⅰ标段 



项目投资总额：12,044.53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具体开工时间以甲方下发通知为准，总工期需满足业主要求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12,044.53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6,000.00 万元，

具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费用 11,325.38 6,000.00 

2 项目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719.15 -  

小计 12,044.53 6,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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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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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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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8.67%，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3）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机电安装专业分包工程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机电安装专业分包工程 



项目投资总额：11,297.19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开工日期暂定 2020 年 8 月 10 日（以甲方开工指令为准），

竣工日期暂定 2021 年 5 月 30 日（以发包人批准工期为准）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博爱中路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11,297.19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

具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成本 10,424.00 7,000.00 

2 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 873.19 - 

小计 11,297.19 7,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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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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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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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8.74%，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4）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园林景观、绿化、道路及照明

灯塔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园林景观、绿化、道路及

照明灯塔工程专业分包工程 

项目投资总额：6,894.94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开工日期暂定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甲方开工指令为准），

竣工日期暂定 2021 年 4 月 30 日（以发包人批准工期为准）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中装建设全资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的西南部，博爱中路南侧，佛山一环西

侧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6,894.94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6,000.00 万元，具

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成本 6,348.00 6,000.00 

2 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 546.94 -  

小计 6,894.94 6,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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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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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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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6.85%，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5）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智能化专业分包工程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海区体育中心项目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智能化专业分包工程 

项目投资总额：6,843.15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开工日期暂定 2020 年 7 月 30 日（以甲方开工指令为准），

竣工日期暂定 2021 年 5 月 30 日（以发包人批准工期为准）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博爱中路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6,843.15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具

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成本 6,314.76 5,000.00 

2 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 528.39 - 

小计 6,843.15 5,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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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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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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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7.32%，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6）红土创新广场精装修工程Ⅰ标段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红土创新广场精装修工程Ⅰ标段 

项目投资总额：4,618.42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165 天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大道与海德三路交汇处西北角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4,618.42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3,500.00 万元，具

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费用 4,250.73 3,500.00 

2 项目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367.69   

小计 4,618.42 3,5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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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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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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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7.28%，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7）龙岗中心医院门急诊大楼修缮改造工程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龙岗中心医院门急诊大楼修缮改造工程 

项目投资总额：4,490.24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720 天。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中心医院内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4,490.24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2,500.00 万元，具

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成本 4,176.93 2,500.00 

2 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 313.31 - 

小计 4,490.24 2,5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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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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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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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5.67%，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8）第三届亚青会汕头市游泳跳水馆改建项目（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精

装修工程 

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第三届亚青会汕头市游泳跳水馆改建项目（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

精装修工程 

项目投资总额：4,145.41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245 天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址：汕头市濠江区南滨路中段 

②项目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 4,145.41 万元，其中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具

体投资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工程施工成本 3,847.22 3,000.00 

2 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 298.19 - 

小计 4,145.41 3,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项目设计、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

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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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具体数额

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③项目实施进度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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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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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④项目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毛利率为 15.86%，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2）项目投资：本项目投资总额 75,0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1,631.9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368.06 万元 

（3）项目实施主体：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装建设控股孙公

司，目前持股 60%，以下简称“顺德宽原”） 

（4）项目实施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园区新汇路 6

号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顺应国家对于“新基建”产业发展的需要 

进入 2020 年，国务院逐步强调“新基建”相关产业发展，2020 年 9 月 16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20〕32 号）指出，进一步加大 5G 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先覆盖核心商圈、重点产业园区、重要交通枢纽、

主要应用场景等。数据中心作为国家层面认可的“新基建”重要内容之一，更多

体现为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数据中枢

和算力载体，数据中心已从“机房”或单一的商业形态演变为承载着各行各业信

息系统的基础设施保障，是搭建信息化平台的重要前提。数据中心作为支撑“新

基建”发展的重要底座，将成为如同供电、供水、通信管道、消防等传统城市基

础设施一样重要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本项目的建设充分顺应国家对于“新基建”产业发展的需要，利用顺德处于粤

港澳大湾区和毗邻广深地区的区位优势，将有助于建立公司在数据中心服务市场

上的竞争力。 

（2）满足数据量迅速增长的需要 



伴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升级更新，移动设备和智能设备数量的逐年

增长，数据流量呈爆发态势，内容传播形式逐渐多元化。从视频、云游戏、AR/VR

的逐渐兴起到产业互联网、智能网联的应用落地，再到目前 5G 商业化进程逐步

推进，技术的进步将助推流量快速增长。根据 IDC（Internet Data Center）行业

统计数据，2019 年全球数据量为 41ZB，同比增长 24.20%，到 2025 年，全球数

据量预计可达到 175ZB。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9.04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8.97 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9%，移

动互联网流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工信部统计显示，2019 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消费达 1,220 亿 GB，比上年增长 71.6%。随着全球数据总量以及移动流量

的不断提升，互联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快速提升，数据向云端的集中将对数据

中心产生大量的需求，本项目的建设实施，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对数据中心

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3）实现中装建设科技转型的重要发展战略 

2020 年 5 月，中装建设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受让股

权和增资的方式，取得顺德宽原 60%的股权，中装建设由建筑装饰主营业务拓展

至发展前景广阔的 IDC 领域。本项目的建设将立足佛山，服务全省，辐射华南

及粤港澳大湾区，有助于中装建设建立在 IDC 领域的竞争力，实现中装建设科

技转型的重要发展战略，对于增强中装建设的抗风险能力、提高盈利能力等方面

均具有重要作用。 

（4）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中装建设是一家以室内外装饰为主，融合幕墙、建筑智能、机电、园林、新

能源、物业管理等业务为一体的城乡建设综合服务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装建

设积累了丰富的政府、企业客户资源，能够为 IDC 业务导流。同时，中装建设

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等资质，可以作为总包商承接

IDC 建设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摆脱对单一建

筑装饰业务的依赖，从而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IDC 市场高速增长将充分消化本项目产能 

近年来，受“互联网+”、大数据战略、数字经济等国家政策指引以及移动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驱动，我国 IDC 行业发展较快。根据中国 IDC 圈的数据，2019

年中国 IDC 业务市场规模达到 1,562.50 亿元，同比增长 27.20%，2015 年至 2019

年中国 IDC 业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30%以上。随着 5G、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逐渐应用于社会各行业领域，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将加强数据中

心建设及网络资源业务整合，推动中国 IDC 行业客户需求充分释放，拉升 IDC

业务市场规模增长。未来三年中国 IDC 市场有望保持持续高速增长，预计到 2022

年，中国 IDC 业务市场规模将超过 3,200.5 亿元。高速增长的 IDC 市场需求，为

本项目消化产能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基础。 

（2）中装建设拥有丰富的智能化工程施工经验 

在项目建设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中装建设智能化工程实施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项目经验，承建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望京通信楼和北京基地的机

房改造工程、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智慧龙华定制机房空调建设工

程、大连冰山慧谷发展有限公司工业大数据中心 EPC 工程总承包等项目的施工，

同时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工程施工

等资质和经验，在本项目建设中将能发挥自身的经验和优势，可以降低项目的建

设成本。 

（3）中装建设为本项目建设配备了专业的建设运维团队 

中装建设为进行科技转型，已于 2020 年初成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装云科

技有限公司，同时陆续招聘并已组建了一支 20 余人的数据中心建设运维团队，

如前腾讯网技术总监汪成先生，参与阿里第一代独立定制设计建设东冠数据中心

的谢小林先生，负责建设京东云基地（明美项目）、宝德数据观澜二期、夏龙通

信数据中心等项目的李世良先生，参与深圳前海云数据中心建设的刘博文先生，

参与万国数据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建设的李军先生等，核心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行

业及项目经验，专业基础强，管理经验丰富，具备良好的项目实施基础。 



（4）本项目已取得多项审批文件和合作意向 

本项目实施主体顺德宽原已经取得了国家工信部许可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

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等电信业务许可资质。截止目前，本项目已取得

广东省能源局的能评批复、完成了发改委备案和环境影响登记，且与南方电网签

订了供电协议，同时与电信运营商、相关互联网公司或云服务公司以及地方政企

客户就下一步合作展开深入沟通，其中已与美的云、佛山移动等客户签订了合作

备忘录。本项目取得的相关前置审批文件和客户合作意向为本项目未来的顺利实

施提供重要支撑。 

4、项目投资概算及实施效益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 年，项目投资总额 75,000 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比例 

1 建设投资 71,631.94 95.51% 

1.1 土建工程费 8,168.21 10.89% 

1.2 施工工程费 19,540.00 26.05% 

1.3 设备购置费 38,726.50 51.64% 

1.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488.00 5.98% 

1.5 预备费 709.23 0.95% 

2 铺底流动资金 3,368.06 4.49% 

合计 75,000.00 100.00% 

本项目计划建设 5,000 个 6KW 标准机柜，待建成并完全达产后，可获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预计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2.98%，含建设期的投资

回收期（税后）为 8.74 年。 

5、项目报批事项及进展情况 

本 项 目 已 取 得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出 具 的 项 目 代 码 为

2020-440606-65-03-007678 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该项目的环境影

响登记表已经完成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号为 202044060600002133。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31,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缓解公司营运资金

压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

资产结构，增加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为大型综合装饰服务提供商，主要承接文教体卫设施、交通基础设施、

商业建筑、高档酒店等公共建筑和普通住宅、别墅等住宅建筑的装饰施工和设计

业务。公司所处的建筑装饰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且资金投入与收回呈现不

同步性。随着业务规模的连续增长，需加大前期的垫资，单纯依靠经营活动产生

的净现金流难以满足公司经营中对流动资金周转的新需求。 

因此，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缓解公司未来营运资金的

压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张后营运资金的周转需求，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

降低经营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公

司战略转型和业务拓展的需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空间。建筑施工工程

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可有效提升公司在建筑装饰领域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市场

占有率和行业影响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项目建

设有助于中装建设建立在 IDC 领域的竞争力，实现中装建设科技转型的重要发

展战略；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缓解公司未来营运资金的压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

扩张后营运资金的周转需求。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规模相应增加，资金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可转债的票面利率较低，在转股前，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随着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

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同时，随着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公司进入新的业务板块，项目效益逐步释放，公司整体经

营规模、盈利能力将得到一定提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同时，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

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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