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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 

及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8 号）

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3 月以每股人民币 44.60 元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

112,107,62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85.8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21,454,818.50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4,978,545,167.3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3月 9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0264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 373,458.20 350,000.00 

2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150,000.00 150,000.00 

合计 523,458.20 500,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三、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具体情况 

（一）酒店装修升级项目进度未达预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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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反复扰动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尚未投入。 

（二）对酒店装修升级项目的重新论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

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公司对酒店装修升级项目进行了

重新论证。 

1、项目必要性 

（1）把握酒店行业发展机遇，巩固和提高行业地位 

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即有限服务型酒店中的经济型酒店和中端酒店领域，经

济型酒店由于近十年的投资高峰和数量增加后，竞争加剧，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目前经济型酒店正面临行业规模和结构重整双重挑战的竞争局面，行业集中度不

断提升，以锦江之星、7天、如家、汉庭、格林豪泰等为代表的细分品牌龙头已经

处于优势地位。目前对于一、二线城市，大量的单店规模 50间房左右的小规模连

锁酒店还有一定的连锁化机会存在，对于三、四线以下城市，酒店品牌连锁化程

度相对较低，经济型酒店市场尚属刚需产品，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酒店品牌产业

升级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中端酒店受消费升级及高端转移推动增长势头良好，近年来迎来了发展高峰，

目前中端酒店下游需求保持快速增长，行业供给规模和行业供给价格仍处在上探

阶段。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在经济型酒店和中端酒店的布

局，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 

（2）推进品牌升级迭代，提升酒店服务品质 

公司以“有限服务型酒店”为重点发展方向，按照“基因不变、后台整合、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方针，保持和强化“锦江都城”、“康铂”、“Campanile”、

“郁锦香”、“Golden Tulip”及铂涛和维也纳优势品牌。进一步提升在“管理、

品牌、网络、人才”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深耕国内、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实

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发展情况，按照上述发展战略和目标制定了相

应经营计划，积极顺应市场变化和新时代消费趋势，在新零售变革中精准把握方

向，从消费者和投资人的角度出发，梳理品牌发展计划，稳步推进各品牌升级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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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新品牌孵化，更新和完善品牌体系，进一步明确各品牌的定位与内涵，优化

消费者体验。持续推进中端酒店市场拓展及占比提升，加速核心区域战略布局。

加快新技术、新媒介应用，打造新概念的商业模式，全力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和

全球影响力。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推进公司品牌升级迭代，助推公司酒店

服务品质提升及产品更新。 

（3）升级酒店设施，增强公司持续发展动力 

公司作为行业内龙头企业之一，存量酒店门店数量众多。一方面，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下酒店卫生及安全措施等需求不断提升。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实施后，将

进一步优化公司在经济型酒店和中端酒店的布局，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并

推进公司品牌升级迭代，助推公司酒店服务品质提升及产品更新；推进公司酒店

设施升级，满足客户不断提升的安全及卫生等需求，增强公司持续发展动力。另

一方面，随着酒店市场需求特点的不断转变、客源市场的逐步细分，客人除对酒

店的硬件设施有较高的要求外，对服务的感受也变得更为细致。此外，在新兴消

费升级的趋势下，酒店运营管理对于新媒体、新信息系统、智能服务、卫生环保

等要求与日俱增。上述需求客观上对公司酒店门店营业布局、店面形象、经营业

态提出了更高要求。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推进公司酒店设施升级，增强公司持续

发展动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2、项目可行性 

（1）政策可行性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住宿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

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

意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等一

系列直接或间接鼓励酒店行业发展的政策。国家出台的各项相关政策积极鼓励、

支持和指导我国酒店行业转型升级、面向大众消费、提升服务、差异化和特色化

竞争等，从中长期看，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我国住宿酒店业快速发展。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的顺利实施能够促进我国酒店行业转型升级、面向大众消

费、促进我国酒店行业服务、差异化和特色化竞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备政

策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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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可行性 

酒店行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旅游业发展、商务出行等因

素息息相关。 

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稳步增长、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商务出行市场的持续增长，我国酒店行业逐步走向大规模、高质量的发展时代，

公司充分利用在“管理、品牌、网络、人才”方面的优势、在酒店行业的市场领

先地位，推动酒店装修升级项目的顺利实施，具备市场可行性。 

（3）管理可行性  

酒店专业化的管理能力对于单体酒店的经营效率、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司有限服务型酒店业务是锦江国际集团整体酒店业务板块的一部分。锦江

国际集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全服务型酒店运营与管理、有限服务型酒店运营

与管理、餐饮与食品等诸多方面具有协同管理的优势。这种整体品牌影响力及专

业酒店管理背景将对锦江都城、铂涛酒店和维也纳酒店等品牌的后续发展提供更

强的支持。 

同时，公司紧扣全球人才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全球范围的交流互派，促进

多元文化优势互补。充分整合及利用培训资源，统筹实施人才培训规划，推进运

营模式优化和人才资源打通，使各品牌酒店人力资源、培训资源多维度协同。优

化人才资源配置，通过“引培并举”全面建设一支具备全球化视野的、高素质的

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人才队伍，助推酒店服务品质提升及产品更新。 

综上所述，公司依托于锦江国际集团在全服务型酒店运营与管理、有限服务

型酒店运营与管理、餐饮与食品等诸多方面具有协同管理优势，以及全球化视野

的、高素质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人才队伍，推动酒店装修升级项目的顺利

实施。 

（4）突出的品牌优势 

酒店品牌具有统一的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通过统一的广告宣传、管理制度

得到更多客户的认可；其次，各品牌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粉丝”等会员模式等

积累了大量客户，这对于客房出租率、营业收入提升都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大

品牌在管理服务、企业形象等方面能够树立较好的口碑。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公司建立了在品牌方面的突出优势。凭借公司在酒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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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方面的突出优势，公司荣获了中国饭店协会、亚洲酒店论坛年会、中国饭店金

马奖评审委员会、迈点网等授予的若干重要奖项。公司进一步围绕战略规划，按

照“基因不变、后台整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方针，继续推动有限服务酒

店板块深度整合，着力提升品牌、质量、效益，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公司依托于自身在品牌方面的突出优势，积极顺应市场变化和新

时代消费趋势，在新零售变革中精准把握方向，从消费者和投资人的角度出发，

梳理品牌发展计划，稳步推进各品牌升级迭代和新品牌孵化，更新和完善品牌体

系，进一步明确各品牌的定位与内涵，优化消费者体验，推动酒店装修升级项目

的顺利实施。 

3、项目预计收益 

本项目预计收益未发生重大变化。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3.51%，预计税后

投资回收期为 5.58年。 

（三）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公司认为酒店装修升级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及预计收益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也在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酒店装修升级项目仍具备投资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鉴于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公司

决定将建设期延长二年至 2026年 3月底完工；实施方式为借款或增资。继续实施

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内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合理安排，力

求实现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

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公司更

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有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四、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方式实施的具

体情况 

（一）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原因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公司

拟对锦江系列部分酒店进行装修升级。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及业务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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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需要，本次拟新增对“7天系列”品牌酒店的装修升级，在原实施主体基础上增

加全资下属公司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和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为

“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项目实施主体，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的整合优势，加快推

进公司旗下经济型酒店品牌“7天系列”的升级改造，推进公司品牌升级迭代、提

升酒店服务品质、升级酒店设施，提升盈利能力，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增

强公司持续发展动力，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二）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的具体情况 

为保障上述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此次募投项目新增的

实施主体暨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和七天四季酒店（广州）

有限公司以提供借款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 

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安排及资金需求一次或分次逐步向新增实施主体提供借

款，借款的进度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6个月，年利率不超过 1.5%，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 

借款的款项仅用于酒店装修升级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出于资金

规划及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考虑，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结合实际情

况，办理上述借款具体工作。 

除前述新增实施主体外，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投资总额未发生变化。募集资

金将严格按照规定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和使用。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董事会同意新增实施主体分别开立募集资

金存储专户，并及时与公司、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共同签订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 

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4129924R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中心路 3331号中建钢构大厦

及中国建筑钢结构博物馆 30层 

法定代表人 毛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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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1500.000000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07月 05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酒店管理的咨询服务；酒店经营管理服务；自有

物业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从事旅业（只

设客房、不设餐厅）；酒店内设小商场零售业务（包括日用品、定

型包装饮料、定型包装食品）。 

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6,434,408.62 2,737,024,177.62 

负债总额 2,335,120,230.49 1,916,621,516.60 

所有者权益总计 921,314,178.13 820,402,661.0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8,491,491.93 355,666,084.04 

营业利润 -63,479,509.96 -115,485,952.47 

净利润 -52,565,370.58 -113,107,645.68 

2、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 

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560213266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 17号 703房 

法定代表人 毛啸 

注册资本 97804.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年 08月 13日 

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会议及展

览服务；工艺美术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酒类零

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酒店住宿服务（旅业）（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餐饮配送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餐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快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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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64,277,293.95 3,112,687,844.50 

负债总额 1,952,730,790.10 2,248,854,822.80 

所有者权益总计 1,011,546,503.85 863,833,021.70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7,470,462.33 168,037,100.85 

营业利润 9,621,840.71 -70,125,906.23 

净利润 9,648,200.95 -69,879,817.02 

本次实施主体新增后，除上述新增七天酒店（深圳）有限公司和七天四季酒

店（广州）有限公司外，还包括原锦江系列酒店实施主体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

有限公司、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四）酒店装修升级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影响 

本次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且增加实施主体未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内容，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以及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推进项目的需要。公

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

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2022年 8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及增加实施主体的

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及增加实施

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方式实施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

谨慎决定，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相关安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的整合优势，推进公司旗下经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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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品牌“7天系列”的升级改造，提升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竞争力，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表决程序，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等实质情

形，其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

实施及增加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方式实施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及增

加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方式实施事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用

途，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实施方式，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酒店

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及增加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方式

实施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酒店装修升级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及

增加实施主体相关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事项系公司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而做出的谨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及增加实施主体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