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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东辉（代） 吴仁生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 3 楼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 3 楼 

传真 0755-88374949 0755-88374949 

电话 0755-82924810 0755-82924810 

电子信箱 zq@szby.cn zq@szby.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作为控股平台型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宝鹰建设开展各类业务，公司

以弘扬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工程的服务理念，致力于为大型企业、高档酒店、政府机构、跨

国公司、大型房地产项目等客户提供包括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综合解决方案、承建管

理在内的综合一体化全流程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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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业务范围 

公司下属经营主体的主要业务范围涵盖：装饰装修工程、幕墙钢结构工程、建筑总承包、

集成智能化工程、建筑消防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安防技术工程、医疗设备工程、金属门窗

工程、展览展会工程等。承接的项目包括机场、高端酒店、轨道交通、医院、剧院、学校、

体育场馆、高档写字楼、商业综合体等公共建筑和住宅精装修、建筑幕墙等多种业态项目类

型。 

随着建筑装饰行业以及市场需求对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公司已

增加包括智能系统工程、智慧城市项目、智慧建筑及装配式装修等以智能智造为核心的业务

范围。未来公司将会进一步推动智能化、装配化、BIM、3D应用等为主的科技创新技术在建

筑装饰领域的应用，加快公司业务向战略纵深方向延伸和发展。 

（2）主要产品类型及分布 

公司坚持纵深发展综合建筑装饰业务的战略定位，致力于做大主业规模、不断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已形成交通枢纽工程、公共文化工程、高端酒店工程、幕墙门

窗工程、医院学校工程、办公综合体、商业综合体、集成智能化工程和体育场馆工程九大产

品覆盖的体系。近年来公司通过在国内外工程市场上的稳步经营与发展，已成为具有项目融

资、设计、采购、施工、投资运营等全方位系统集成能力的综合性国际工程企业。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1、行业主要特点 

公司所处的建筑装饰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建筑居住环境、

优化建筑物外观和品质、完善建筑物物理性能和使用功能的一个行业类别，根据建筑物使用

性质不同可进一步细分为建筑幕墙、公共建筑装饰和住宅装饰装修三大类。建筑装饰行业不

是一次性的投入和消费（服务），它具有重复循环实施的行业属性，与土木建筑业、设备安

装业等一次性完成的工程业务不同，每个建筑物在其使用寿命周期内都需要进行多次装饰装

修和维护保养。因此，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和市场需求可持续性的特点。 

2、行业发展阶段 

我国建筑装饰行业经历了起步期（1978-1988年）、震荡期（1989-1993年）、稳步发展

期（1994-2004年）和快速发展期（2005年至今）。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

快，我国房地产、建筑业持续增长，建筑装饰行业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4.45万亿元，同比增长4.9%；全年建筑业增加

值8.0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1%。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利润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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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增长1.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3620亿元，增长8.0%。 

中国建筑装饰市场逐步成熟，行业凭借自身优势不断提升综合实力、谋求新发展，建筑

装饰行业发展空间巨大，众多不同行业均对公共建筑装饰具有广泛需求，发展前景。与此同

时，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规模较小、定位散户装修、资质条件较弱的中小型企业逐步被市

场淘汰，市场将出现明显分化，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行业龙头公司将在高端市场凭借

管理和品牌优势扩张渠道和区域，借助收购和并购加快成长，并有可能出现全国性和区域性

装饰巨头，成为某些区域寡头。因此，国内建筑装饰行业，尤其对于行业领先企业的发展空

间依然前景广阔。 

3、行业发展趋势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许多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性行业，其中建筑装饰行业

是建筑业的一个重要子行业。近年来，国家不断提出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实施落地都将会进一步推动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综合性装饰企业带

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是新型城镇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

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中增质提量的措施和战

略，都将对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二是传统基建领域及新型基建领域发

展空间增大，国家战略通道建设、城市群内连接线、生态环保、智慧城市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三是中央发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推进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明确未

来建筑行业装配式、绿色低碳、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大方向，深入推进建筑领域低碳转型，

利于推动装配式装修和BIPV行业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7万亿，同比增长8.1%，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8.01万亿，同比增长2.1%，

2021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29.31万亿，同比增长11.0%，建筑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但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国内建筑业受到疫情、行业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市

场规模平稳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深入推进，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建筑

装饰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契机，稳步拓展海外业务，跟随建筑央企“走出去”步伐；或独立承

揽海外工程项目，建立海外合作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目前已有香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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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佛山、东莞五个城市GDP总量超过万亿元。2021年及“十四五”期间政府对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构建高质量的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提出要求，扎实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国家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发展，是建筑装饰行业持

续发展的宝贵机遇。 

（2）装配式装修和BIM技术渗透率快速提升，有望为传统建筑行业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和 BIM 技术在建筑行业应用的相关政策，同

时出台相应规范以提升建筑产品的节能减排程度。2021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十四五”纲

要（草案）讲话中重点提及创新驱动、城镇化以及绿色发展等几方面要素，科技创新、绿色

环保有望成为“十四五”阶段的主旋律。在国家绿色转型理念下，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

项工作将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而装配式装修以及BIM技术有望为传统建筑行

业注入新动能。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2018年全国建筑全过程能

耗总量为21.47亿tce，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46.5%；2018年全国建筑全过程排放总量为

49.3亿吨 CO2，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51.3%：细分来看，建材生产阶段排放27.2亿吨CO2，

占比28.3%；建筑施工阶段排放1亿吨 CO2，占比1.0%；建筑运行阶段21.1亿吨 CO2，占比

21.9%。装配式建筑作为绿色建筑重要的施工方式，由于其建筑部件的批量工业化生产以及模

块化机械化的安装模式，在建材生产和建筑施工环节有着节约能耗、减少污染等天然优势，

可助力建筑行业碳排放量的有效减少，其行业需求和发展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装配式

装修在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方面也能产生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BIM技术是一种应用于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等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信息化技术。通

过信息化、数字化和参数化的方式建立、表达和呈现建筑工程模型，从而实现管理以实现指

导项目全生命周期历程、优化工程项目资源等目的。BIM技术符合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对

助推绿色建筑发展、提高建筑生活品质和内涵、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

国BIM技术水平的持续革新、企业接受和认知度的增加，BIM技术有望持续提升在建筑行业

中的渗透率，BIM市场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3）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整装待发，成为行业发展新方向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光伏）设备集成到建筑和建材上的技术，

BIPV可一物两用，常见形式有光伏屋顶、光伏幕墙等，可以有效削减建筑碳排放。经过多年

发展，BIPV的使用寿命和美观性均已达到甚至超越普通建材的水平，从经济性的角度，我国

常规光伏已步入平价，BIPV在国内大规模推广的障碍已经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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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家政策层面也释放了重大利好。2021年12月，五部委印发《智能光伏产业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出：“提高建筑智能光伏应用水平。积极开展光伏发

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一体的‘光储直柔’建筑建设示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明确了城乡建设领域降低碳排放的任务要求。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动建筑碳排放尽

早达峰，将成为我国未来建筑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 

（4）科学建造、智慧建造和绿色建造占比提升，助力城市智慧转型 

近年来我国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受到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处于二者之间业态的智能

环保装饰业未来的市场前景巨大，包括新增建筑的智能化、既有建筑的智能化改造和系统升

级、智能系统的运行维护三个细分市场。随着国家对于建筑工业化、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顺

应建筑装饰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建筑设计标准化、部品生产工厂化、现场施工装配化、结构

装修一体化、过程管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节能智能环保装饰的应用将被大量推广，将成为

建筑装饰行业未来重要的新增业务类型之一。 

截至目前，住建部等部门发布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等文件，标

志着我国绿色建筑相关技术和制度的探索日益成熟。绿色建筑即“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质量建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专门指出要“发展绿色建筑”，在未来的建筑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绿

色建筑料将成为重中之重；2022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建筑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

升，建筑用能结构逐步优化，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形成绿色、低

碳、循环的建设发展方式，为城乡建设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规划同时明确了“十

四五”时期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9项重点任务——提升绿色建筑发展质量、提高新建建筑

节能水平、加强既有建筑节能绿色改造、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实施建筑电气化工程、推广

新型绿色建造方式、促进绿色建材推广应用、推进区域建筑能源协同、推动绿色城市建设。 

（5）政策持续推进，“新基建”赛道景气度长期持续 

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发展“新基建”后，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新基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2020年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和国家各部委多次强调加快5G等“新基建”建设，受益政策推动及新一轮科技周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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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已迎来景气度加速上行期。 

中央将大力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建

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产业

升级成为发展的必然路径，“新基建”作为促成服务乃至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要素，能与各类

产业协同配合，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加大力度推动工业通信业等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建

设，全力推进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在建项目尽快投产达产，将为建筑工程行业带来新动能。 

（6）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强者恒强” 

2021年中国建筑行业总产值已达29.31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在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建筑行业规模总量提升已然不是发展的重点和主题，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行业格

局的变化更值得关注。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自身及

相关产业链在变革中有望迎来新机遇。根据2022年3月1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我国特级

资质建筑业企业统计分析》，2020年556家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仅占全国建筑业企业总数的

0.48%，但其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到了全国的28.96%，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占到了全国的

28.27%，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到了全国的29.44%，充分显示了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行业头部

企业对行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在此背景下，建筑业高速增长不再，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优势明显，有望迎

来价值重估；行业内过度分散的状况日益改善，并逐渐涌现出一批资质高、规模大、具有一

定市场影响力的大中型企业，市场集中度逐渐提升，呈现“强者恒强”的竞争格局。未来建筑

装饰行业越来越趋向精细化、规范化经营管理，伴随着并购整合的增加，行业集中度会显著

提高。中国建筑装饰市场逐步成熟，智能化、装配化、绿色建筑、BIM、3D应用等为主的科

技创新技术在建筑装饰行业的应用将持续深化。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全国领先的综合建筑装饰工程承建商和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建

筑装饰工程业务和行业内拥有最齐全专业资质的企业之一，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位居全国

公共建筑装饰行业领先地位，连续多年获评“深圳知名品牌”、“深圳品牌百强”、“深圳500强

企业”、中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优秀诚信企业、中国建筑业AAA级信用等级企业、广东

省最佳诚信企业、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南山区“绿色通道”企业等荣誉。所属商标已被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全国公共建筑装饰行业为数不多拥有“中国驰

名商标”的企业；公司荣登深圳特区40周年“最具潜力50家上市公司”榜单，获得“深圳市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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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杰出贡献企业”、“深圳老字号”称号；公司蝉联“中国建筑装饰行业装饰百强”第三名，在

业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行业竞争中处于第一梯队。 

近年来公司凭借自身优势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连续参与了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港珠澳大桥、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京基大梅沙喜来登国际酒店、深

圳大运会体育场馆、珠海方正PCB高端产业基地、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珠海空港国际智慧

物流园、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等一系列经典工程的建设，并先后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建筑装饰行业科学技术奖、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奖、省市级优质工程

奖（施工、设计）等数百项奖项，其中参与建设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程荣获国家级“百项经

典工程”殊荣。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五项建筑装饰行业科学技术奖、八项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奖、两项美国

缪斯设计最高荣誉铂金大奖、十四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等奖项。公司的建筑装饰设计与施

工水平已得到国内外市场的高度肯定和认可，未来公司将继续发挥在服务高端客户方面的资

源、技术、管理和先发优势，致力于建筑装饰业务结构优化及市场化拓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0,648,920,527.44 12,028,846,647.65 -11.47% 10,208,933,59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30,183,340.30 4,180,840,100.75 -39.48% 4,089,100,997.8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669,446,321.16 5,954,903,194.19 -21.59% 6,676,833,26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2,300,923.15 110,968,935.86 -1,588.98% 208,903,66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84,548,408.54 102,846,154.72 -1,737.93% 201,752,023.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093,689.20 796,014,182.99 -79.26% 745,372,36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4 0.08 -1,650.0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 0.08 -1,600.0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3% 2.68% -52.01% 5.1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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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82,286,207.66 1,406,166,170.44 1,167,080,680.29 1,113,913,26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89,056.21 40,755,129.26 -55,008,633.60 -1,657,936,47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75,177.07 12,198,007.13 -55,121,597.37 -1,659,899,99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847,112.72 -226,201.13 315,013,187.08 -361,540,409.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3,88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90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航空城发

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2.00% 295,085,323 0   

深圳市宝贤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62% 115,576,845 0 

质押 91,300,000 

冻结 104,047,745 

古少明 境内自然人 4.57% 61,333,658 0 
质押 61,333,658 

冻结 61,333,658 

深圳市宝信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3% 54,067,376 0   

孙伟 境内自然人 0.58% 7,829,200 0   

王俊新 境内自然人 0.58% 7,756,100 0   

郑伟光 境内自然人 0.56% 7,473,500 0   

刘心怡 境内自然人 0.49% 6,622,400 0   

张晓 境内自然人 0.45% 5,999,900 0   

李素玉 境内自然人 0.40% 5,394,979 0 质押 2,184,9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古少明与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54,067,376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067,376 股；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4,047,745 股外，还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529,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5,576,845 股；郑伟光通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473,5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7,473,500 股；刘心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6,622,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622,400 股；张晓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999,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999,900 股；王俊新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56,1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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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5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756,1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1、截至报告期末，控股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5,085,32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2.00%），

通过表决权委托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6,418,98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6.57%）； 

2、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完成向控股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470,037,09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1.00%），通过表决权委托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31,370,753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35.05%）。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事项 

2021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

项目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3月与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取得了深圳市南

山区后海金融商务总部基地T107-0089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董事会同

意公司与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开发目标地块建筑装饰产业总部项目，公司

项目建设总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9,339.79万元，截止目前公司总部大厦的建设正在有序进

行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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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总部大厦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2、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2020年7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已获得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和公司2020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5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68号）。 

2021年6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定价原则，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4.05元/股调整为4.04元/股。 

2021年7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1年8月4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事宜有

效期延长至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12个月。 

2021年9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2021年10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承诺履行

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承诺：深国际股权处置事项及远尚金

融注销事项履行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2021年10月28日，远尚金融已收到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注销通知书》，远尚金融的注销事项已办结；2021年11月26日，深

国际9.50%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22年1月13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2]000020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认购资金706,805,158.88元扣除相关保荐承销

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于2022年1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完成向特定对象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174,951,772股人民币普通股，上

述股份已于2022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业务，

并于2022年1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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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 

基于公司某大客户的自身经营情况，为进一步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有效盘活资产，公

司于2021年1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

年12月29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及下属企业持有的某大客户及其下属企业开具的已到期待偿付的商业承兑汇票债

权转让给珠海市航城置地有限公司，金额为45,000.03万元，转让价格为45,000.00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108）。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雷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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