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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59 

债券代码：113578        债券简称：全筑转债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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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41,916,164 股 

发行价格：3.34 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元）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49,999,997.06 14,970,059 6 

2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瑞廷银领进取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9,999,996.90 8,982,035 6 

3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

午启程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999,996.90 8,982,035 6 

4 吕蓓 29,999,996.90 8,982,035 6 

合计 139,999,987.76 41,916,164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对象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2 

 

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全筑股份 指 上海全筑股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

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

次股票发行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

对象发行不超过 161,434,989 股普通股股票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中所引用数据，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

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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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本次证券发行涉及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0年6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年6月19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更正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议

案》。 

2020年7月9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

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申请材料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引入战略

投资者并签署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决定引入战略投资者湖南沃融富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主要原因系发行人提交申请材料后，基于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

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

略投资者。 

2020 年 8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取消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议案》等议案，决议不再推进与

湖南沃融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战略投资事项，同时继续按照公司 2020 年 6

月29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主要系由于近期资本市场环境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经审慎考虑，决定

终止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此外，根据证监会反馈意见，本次董事会还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对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进行规范，调整“9.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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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

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

成日。”为“9.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2、本次证券发行涉及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20 年 6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年9月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 

2、2020年9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全筑建筑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03号），核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三）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数量：41,916,164 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价格：3.34 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139,999,987.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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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费用：3,273,584.90 元（不含税） 

7、募集资金净额：136,726,402.86 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1、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4 名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2、2021 年 8 月 24 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专用账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对指定收

款账户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1 年 8 月 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

职业字[2021]38320 号），截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止，海通证券为本次发行指定的

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139,999,987.76 元。

2021 年 8 月 24 日，海通证券将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划付至发行人指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

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1 年 8 月 25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众会字

（2021）第 07495 号），截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为 139,999,987.76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3,273,584.9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726,402.86 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41,916,164.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94,810,238.86 元，变更后的股本金额为

人民币 580,047,534.00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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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

管理，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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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限售期为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五）保荐机构及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全筑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

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报备的发行方案相关规定一致；对认购对象的选择

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配

售对象均已对取得公司股份做出限售承诺，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

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关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及

获配股数的规定，对有效申购报价按照报价高低进行累计统计，遵循价格优先、

申购数量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34元/股，发行数量为41,916,164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39,999,987.76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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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为 4 家，均在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

送认购邀请书的特定对象投资者名单之内，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元）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49,999,997.06 14,970,059 6 

2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瑞廷银领进取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9,999,996.90 8,982,035 6 

3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

午启程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999,996.90 8,982,035 6 

4 吕蓓 29,999,996.90 8,982,035 6 

合计 139,999,987.76 41,916,164 - 

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

的相关规定。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

格优先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

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

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发行对象情况如下： 

1、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02-28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德州路 300 弄 15 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俭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

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室内装潢，家具设计，园林绿化，家具、家居用品、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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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饰、窗帘布艺、床上用品、皮革制品、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五金交电、仪器仪表、建筑材料、汽车配件、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百

货、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机电产品的销售，机电设备、环保设备的销售、安装，经济信息咨询，设计制作

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附设分支机构，住房租赁经营，道路货物运

输（除危险化学品），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银领进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05-31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91-393 号（单号）4 层 

法定代表人：何江旭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午启程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10-12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锦康路 308 号 8 层 04 单元 

法定代表人：朱嘉琦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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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吕蓓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1010519**********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

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信息，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538,131,370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朱斌 167,188,581 31.07 

2 陈文 50,289,420 9.35 

3 蒋惠霆 20,631,300 3.83 

4 丛中笑 17,658,480 3.28 

5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 15,739,920 2.92 

6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1,682,800 2.17 

7 计敏云 4,908,722 0.91 

8 岳红玲 2,782,078 0.52 

9 兴全睿众资产－上海银行－上海全筑建筑装饰 2,657,697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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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吕今棣 1,940,000 0.36 

合计 295,478,998 54.9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

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朱斌 167,188,581 28.82 

2 陈文 50,289,420 8.67 

3 蒋惠霆 20,631,300 3.56 

4 丛中笑 17,658,480 3.04 

5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 15,739,920 2.71 

6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14,970,059 2.58 

7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11,682,800 2.01 

8 吕蓓 9,020,315 1.56 

9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午启程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8,982,035 1.55 

10 
上海瑞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廷银领进

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982,035 1.55 

合计 325,144,945 56.05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538,131,37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41,916,164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580,047,534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变动 发行后 

股数 比例 发行数量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0 0.00% 41,916,164 41,916,164 7.23%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38,131,370 100.00% - 538,131,370 92.77% 

股份总数 538,131,370 100.00% 41,916,164 580,047,534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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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

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

将得到提高，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进

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是集建筑装饰研发、设计、施工、家具生产、软装配套等

为一体的装饰集团公司。公司属于建筑装饰行业，主要从事住宅全装修业务，客

户主要为房地产开发商。除此之外，公司业务还包括公共建筑设计及施工、家装

设计及施工、配套家具生产、软装配饰等。 

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决策效率，提高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用于收购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海全筑装

饰有限公司 18.50%的股权。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

理结构。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资产完整，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本

次发行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同时，股东基础的扩大和股东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

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

发生改变。 

（五）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关联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与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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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

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保荐代表人：张子慧、雷浩 

项目组成员：陈恒瑞、郑民、沈天翼、白金泽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成威、池名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三）审计机构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陆士敏 

经办会计师：林德伟、吉同刚、戎凯宇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89 号北外滩来福士东塔楼 18 楼 

（四）验资机构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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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负责人：陆士敏 

经办会计师：曹磊、梁雯晶、陆士敏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89 号北外滩来福士东塔楼 18 楼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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