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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 B股   公告编号：2020-031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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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要求，上海

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

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填补回报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发行股票涉及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事项作出了相应的承诺。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

认真的分析，并就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说明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在公司股本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产生效益需要一

定时间，可能导致公司发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低于股本的扩张幅度，公司每股收

益在发行后的一定期间内将会被摊薄，公司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在不考虑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前提下，根据下述假设条件，本次非公开

发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的模拟测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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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假设 

以下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不代表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者

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1、假设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于2020年11月底实施完成，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

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以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证券行业情况、产品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

环境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150,000,0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数量仅为估计，最终发行数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的授权、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根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957,936,440股，以此计算2019年度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74,761,864.00元（含税）。

除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外，假设公司2020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且无其他可能产

生的股权变动事宜； 

5、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6、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

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等的影响。 

7、未考虑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数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股本的影响。 

8、公司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92,499,077.90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92,325,019.73元。假设公司2020年度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2019年相比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①较上期持平；②较上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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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0%；③较上期增长20%。（此假设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对主要指标的影响，不

代表公司对2020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 

9、未考虑其他非经常性损益、不可抗力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0、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二）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对比如下： 

项  目 
2019.12.31 

/2019 年度 

2020.12.31/2020 年度 

未考虑本次发行 考虑本次发行 

期末总股本（股） 957,936,440 957,936,440 1,107,936,440 

本次发行股份数（股）  150,000,000 

假设情形 1:2020 年上市公司的利润与上一年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元） 
1,092,499,077.90 1,092,499,077.90 1,092,499,077.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892,325,019.73 892,325,019.73 892,325,019.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 1.14 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 1.14 1.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93 0.93 0.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93 0.93 0.92 

假设情形 2:2020 年上市公司的利润较上一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元） 
1,092,499,077.90 1,201,748,985.69 1,201,748,985.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892,325,019.73 981,557,521.70 981,557,52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 1.25 1.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 1.25 1.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93 1.02 1.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 0.93 1.0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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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元/股） 

假设情形 3:2020 年上市公司的利润较上一年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元） 
1,092,499,077.90 1,310,998,893.48 1,310,998,893.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892,325,019.73 1,070,790,023.68 1,070,790,02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 1.37 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 1.37 1.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93 1.12 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93 1.12 1.10 

注：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将增加，本次发行可

能导致公司发行当年每股收益较发行前出现下降的情形。本次融资募集资金到位

当年（2020 年度）公司的即期回报存在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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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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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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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店装修改造升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近日，国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新格局下消费升级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酒店业快速发展。 

在此背景下，为把握酒店行业发展机遇、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推进公

司品牌升级迭代、提升酒店服务品质，升级酒店设施、增强公司持续发展动力，

公司拟对锦江系列部分酒店装修升级为郁锦香、康铂、凯里亚德、锦江都城、丽

芮、丽怡、丽亭、丽柏、欧暇·地中海、维也纳系列等中端品牌以及白玉兰等经

济型品牌。 

2、项目的必要性 

（1）把握酒店行业发展机遇，巩固和提高行业地位 

中国目前有限服务连锁酒店主要包括经济型和中端两大类，其中经济型酒店

的发展始于2002年，2006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中端

酒店则肇始于2008年，2013年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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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争参与者角度来看，竞争者规模和行业集中度相对经济型和豪华型酒

店而言仍较低，以维也纳、全季为代表的中端酒店头部企业领跑效应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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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维也纳酒店门店规模已超1,000家，2018年市占率达到28.27%，稳居行业榜首，

公司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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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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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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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

的推移，部分门店出现了基础设施设备有待更新、内部装修有待提升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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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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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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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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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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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

目具备政策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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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201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99.08

万亿元，同比增长6.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名义

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5.0%；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5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6%，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5.5%。直接受益于

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酒店行业规模持续增长，

我国的酒店行业正逐步走向大规模、高质量的发展时代。 

酒店住宿行业的主要客户来源于旅游住宿群体，酒店行业的经营状况与旅游

业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旅游市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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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市场稳步增长，全年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8.4%；

入境旅游人数14,531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2.9%；出境旅游人数15,463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3.3%；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6.63万亿元，同比增长11.1%。整个旅

游市场呈现国内旅游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入境旅游继续回暖、出境旅游回归理性

的良好局面。2011-2019 年我国旅游总收入从2.25万亿元增长到6.63万亿元，期间

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4.46%。旅游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为有限服务型酒店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背景支持。 

商务出行市场的持续增长同样也为有限服务型酒店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和机遇。根据全球商务旅行协会基金会（GBTA Foundation）的数据，中

国的商旅支出在2016年已凭借3,180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商旅总消费最高的

国家。2019年，全球商旅支出1.45万亿美元，根据GBTA预测2023年将稳步增长至

1.8万亿美元左右。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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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市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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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集团处于中国行业领先地位，在美国《Hotels》于2019年发布的“全球酒店集

团325强”排行榜上位列第二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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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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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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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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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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战

略规划，坚持“资本经营、卓越运营”两轮驱动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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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本次募投项目的顺

利实施。 

（二）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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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50,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2、项目的必要性 

（1）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息负债占比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指标 公司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负债率 

华天酒店 65.90 62.60  65.90  67.70  

岭南控股 33.07 42.54  43.22  41.92  

大东海 A 27.06 10.32  11.80  11.81  

首旅酒店 48.02 45.66  49.76  54.73  

金陵饭店 28.33 31.21  29.31  27.40  

同行业平均值 40.48 38.47  40.00  40.71  

本公司 63.04 63.07  65.62  66.45  

有息负债占总

负债的比例 

华天酒店 64.54 68.06  67.71  56.14 

岭南控股 10.51 18.57  17.06  19.78  

大东海 A 74.33 0.00 0.00 0.00 

首旅酒店 31.24 35.90 40.83 50.15 

金陵饭店 25.38 27.48  36.99  44.68  

同行业平均值 41.20 30.00  32.52 34.15 

本公司 67.20 62.61  65.42 70.08 

注：有息负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2017 年末至 2019 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总体呈

小幅下降趋势，2020 年 6 月末公司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有所回升。报告期内，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显著高于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

公司有息负债占比较高，偿债偿息压力较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的财务风险，

制约了公司的发展。 

本次发行完成后，能够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及负债结构，有效降低公司财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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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和行业竞争能力。 

（2）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有息负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负债总额 2,382,084.77 2,451,821.67 2,633,445.88 2,894,395.92 

其中：短期借款     122,585.40 1,864.06 1,257.25 101,583.3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387.81 121,506.26 170,872.18 27,068.54 

长期借款   1,333,798.08 1,411,641.28 1,550,754.18 1,899,676.62 

有息负债合计 1,600,771.29 1,535,011.60 1,722,883.61 2,028,328.51 

有息负债占比 67.20% 62.61% 65.42% 70.08%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08,997.31 1,509,902.45 1,469,742.00 1,358,258.36 

财务费用      14,988.87  33,913.16  37,194.73  41,844.24  

其中：利息支出      17,138.12  36,847.72  46,845.54  55,810.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530.17  109,249.91  108,246.01  88,175.85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

款等有息负债合计达 1,600,771.29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67.20%，债务负担较大。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利息支出分别为 55,810.69 万元、46,845.54 万元、36,847.72

万元。高额的利息支出给公司经营带来了负担，制约了公司盈利能力的改善。 

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后，可以改善和优化财务结构，

减轻财务负担，降低财务费用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3）增强投融资能力，提高未来发展潜力 

公司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对债务融资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进而对公司长

远经营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公司

资本结构将更加合理，可持续融资能力得到加强，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并为今

后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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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的可行性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大幅下降，有利于降低公司

财务风险，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盈利水平，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2）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内控完善的实施主体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

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

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按照最新监管要

求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

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此次募集资金合理使用，同

时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具体的措施包括： 

（一）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将改进完善业务流程，提高经营效率，加强对研发、采购、销售等各环

节的信息化管理，加强销售回款的催收力度，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提高营运

资金周转效率。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

充分行使权利，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

行职责，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

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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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将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中，并建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由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

同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承诺的募集资金投向，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检查，配合保

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三）严格执行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更好的回报投

资者，维护股东利益，公司已经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公

司章程》中制定了利润分配相关条款，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条件、比例、

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同时，公司已制定《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0-2022年）》，建立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将严格执行股东回报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落实对股东的利

润分配，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公司所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

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出具了相关承诺，具体如下： 

（一）控股股东的承诺 

1、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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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做出相关处

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未来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5、承诺未来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若违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上述承诺，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