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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中的释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万元） 

1 世贸铭城 DK3 
陕西世贸铭城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 
133,581.59 35,000.00 

2 世贸馨城 DK1 
陕西世贸馨城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 
116,678.31 3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西藏城投 30,000.00 30,000.00 

合计 280,259.90 100,000.00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以募集资金投入的金额，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同时，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

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世贸铭城 DK3 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世贸铭城 DK3 项目 

项目总投资（万元） 133,581.59 

项目建设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阳大道与崇文新街十字西南

角 

项目开发主体 控股子公司陕西世贸铭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平方米） 59,301 ㎡（约 88.95 亩）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227,113.79㎡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阳大道与崇文新街十字西

南角。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59,301 ㎡（约 88.95 亩），拟建设高层住宅楼及地下

车库等配套设施。 

2、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阳大道与崇文新街十字西

南角。泾河新城是西咸新区的五大新城之一，主体功能是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

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和循环经济园区，将以城乡统筹为总领，以建设现代田园城

市为目标，以现代化工业为依托，以完善的产业链为纽带，实现五个组团产业互

补、错位布局、协同发展。随着泾河新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泾河

新城人口快速增长，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快速提高，对住房需求迅速增加。本项

目为泾河新城地区的房地产项目，具备较好的市场前景。本项目属公司在建项目，

计划于 2025年 4月开始交付。 

3、项目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单位 

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2017）54 号 

土地使用权证 陕（2018）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0253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西咸规地字第 05-2019-014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西咸规地字第 05-2020-002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610151202104125001 

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20186104000200000230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133,581.59万元，其中土地费用 7,892.63万元，工程前期

费用 11,557.61万元，建安工程费用 84,710.17万元，市政工程费 12,400.41万元，

项目管理费用 3,803.39万元，市场推广费用 1,974.42万元，不可预见费用 3,374.15

万元，财务费用 7,868.82万元。 

5、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目前已开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通过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途径解决。 

6、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 指标 

销售收入（万元） 191,691.08 

总投资（万元） 133,581.59 

净利润（万元） 24,835.00 

销售净利率（%） 12.96% 

投资净利率（%） 18.59% 

（二）世贸馨城 DK1 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世贸馨城 DK1 项目 

项目总投资（万元） 116,678.31 

项目建设地址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阳大道以西，泾阳大道以北 

项目开发主体 控股子公司陕西世贸馨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平方米） 67,542 ㎡（约 101.31 亩）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170,228.64 ㎡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阳大道以西，泾阳大道以北。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67,542㎡（约 101.31亩），拟建设多层住宅、地下车库等配

套设施。 

2、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建设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阳大道以西，泾阳大道以北。

泾河新城是西咸新区的五大新城之一，主体功能是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统筹城

乡发展示范区和循环经济园区，将以城乡统筹为总领，以建设现代田园城市为目

标，以现代化工业为依托，以完善的产业链为纽带，实现五个组团产业互补、错

位布局、协同发展。随着泾河新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泾河新城人

口快速增长，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快速提高，对住房需求迅速增加。本项目为泾

河新城地区的房地产项目，具备较好的市场前景。本项目属公司在建项目，计划



 
 

于 2024年 12月开始交付。 

3、项目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单位 

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2017）50 号 

土地使用权证 陕（2018）泾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0256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西咸规地字第 05-2019-015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西咸规地字第 05-2020-005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610151202104095001 

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20186104000200000229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116,678.31万元，其中土地费用 9,899.00万元，工程前期

费用 8,964.64 万元，建安工程费用 71,862.37 万元，市政工程费 11,337.23 万元，

项目管理费用 3,225.75万元，市场推广费用 1,685.13万元，不可预见费用 2,861.70

万元，财务费用 6,842.49万元。 

5、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目前已开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通过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途径解决。 

6、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 指标 

销售收入（万元） 163,605.20 

总投资（万元） 116,678.31 

净利润（万元） 18,062.55 

销售净利率（%） 11.04% 

投资净利率（%） 15.48%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资



 
 

金需求，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整体步入调整通道，面对房地产行业“三道红线”、银

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土地“两集中”等政策常态化方面的影响，涉房

企业融资难度和经营压力大幅增加。目前，公司的营运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借款

等，资金成本压力较大。 

受房产市场调控和行业信贷环境收紧的不利影响，公司现有较为单一的融资

渠道已经较难满足公司未来稳健发展需求，对公司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通

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利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对银行借款的依赖，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增大资产规模，增强

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优化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公司的抗风

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补充流动资金规模符合《适用意见第 18 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 10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占拟

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未超过 30%，符合《适用意见第 18号》的要求。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把握政策机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官网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资本市场支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答记者问》，在股权融资方面进行调整优化，从并购重组、

再融资、境外市场、REITs和私募基金五方面支持上市房企及涉房上市公司进行

资本运作。新政将再融资通道全面放开，募集资金用途更为宽泛，有助于涉房企业

做强做大。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与规模的扩张，公司面临较大的资金需求，作

为资金密集型企业，充足的现金流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本次项目的实施，



 
 

公司将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增大资产规模，增强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有力促进公司

房地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实力和盈利水平，巩固和提升

公司的区域影响力和行业地位。 

2、加快泾河新城地区城市发展，促进当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泾河新城是西咸新区的五大新城之一，主体功能是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统

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和循环经济园区，将以城乡统筹为总领，以建设现代田园城市

为目标，以现代化工业为依托，以完善的产业链为纽带，实现五个组团产业互补、

错位布局、协同发展。基于泾河新城“产业园区”、“金融商贸中心”等的发展规

划，配套住宅也亟需跟上泾河新城发展步伐。 

随着泾河新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高。近年来，由于泾河新城产业园区的建设、金融商贸中心的建造，人口较快

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住房需求迅速增加，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本

次项目均为泾河新城地区的房地产项目，已获得项目土地并开工建设，亟需资金

投入确保项目开发建设及交付进度。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入将有效降低上述项目的

资金风险，全面提升项目质量管理，加快项目进度，保障项目交房周期，助力改

善项目所在地区供求关系，对于改善民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支持“保交楼、保民生”房地产项目，为项目实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 

房地产行业是进行房产、地产的开发和经营的基础建设行业，目前已成为我

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房地产供给端纾困政策。7月 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

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11月 23日，央行、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关于做好



 
 

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其中供给侧方面提出按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房地产企业和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本次项目均为泾河新

城地区的房地产项目，已获得项目土地并开工建设，亟需资金投入确保项目开发

建设及交付进度。国家对优质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和对“保交楼、保民生”房

地产项目的高度重视为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泾河新城地区房地产市场前景广阔，为项目实施提供良好的市场保障 

根据总体规划，西咸新区未来将发展成为大西安的经济核心，是大西安的都

市核心和城市人口的核心聚集地。依托多产业支撑的西咸新区，泾河新城也将成

为经济发展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并且具备强劲人口增长动力，将成为大西安人

口增长计划的主要增长区域。随着泾河新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泾

河新城人口快速增长，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快速提高，相应产生的住房需求能对

本次项目形成有利支撑和消纳，为本次项目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市场保障。 

3、公司拥有房地产开发行业的丰富经验和成熟的管理团队 

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二十几年来，累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先后开发了

永和小区、永乐苑、永盛苑、越秀苑、北方佳苑、富友嘉园、和源名邸、和源祥

邸、和源企业广场、彭浦十期、桥东二期等 20 余个动迁安置房及普通商品房项

目。公司拥有多年房地产开发经验，同时公司的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项目运作经

验，能够灵活调动资源，为本次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以及公司整体战略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募集资金运用方

案合理、可行。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整体经营实力将进一步提高，主营业务优

势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提高盈利水平，本次发

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公司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后，可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均

将得到显著增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目顺

利实施后，公司的业务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

的不断增长。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

法规，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

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的整体实力及

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后续融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