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计划书
复合式智慧商业资产管理专家

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瑞铂慧家作为一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五月份已进入了新三板创新层。

在新三板精选层连续挂牌一年以上，可转板到主板（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

瑞铂慧家符合新三板精选层财务指标，

2020年9月启动精选层IPO辅导，2021年5月前申报精选层。

重
大
利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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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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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n  839573

证券名称 n 瑞铂慧家（创新层）

成立时间 n 2013-07

挂牌时间 n 2016-11

注册资本 n 5070万元

所属行业 n 商业服务业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GR201931000613）

实际控制人 n 朱谦

经营范围 n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网络科技服务

主办券商 n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更换保荐券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n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企业地址 n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683弄1号楼瑞铂中心8楼

复合式商业运营新模式赋能

                  科技融入提升商业地产价值

      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商业地产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全国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双向客户资源，依托自行研发的智慧办公系统、智慧酒店系统和会员平台服

务系统为地产开发商、酒店集团等提供研策定位、招商运营、市场推广、智慧商办、资产管理等全链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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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客座教授，RICS英

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考官，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

上海房地产经纪协会理事，《房地产经纪》编委，《新闻晨报》、

《房地产时报》特聘专家。

      长期致力于商业地产、办公楼宇的宏观走势研判，在商业地

产全产业链、战略投资、零售、奢侈品行业拥有丰富的操盘经验，

是复合式商业运营模式及智慧商业的先驱者。

创始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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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荣获“卓越集团2014年度优秀供应商奖”

荣获“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 第四届（2014年-2017年）理事单位”

入选“2015年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员企业

荣获“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 2016年度优秀供应商”

获评“2017年上海市诚信创建企业单位”

荣获“2018年上海市一星级诚信创建企业”称号

荣获“2018年挖贝新三板年终评选”之“年度优秀企业”称号

荣获“2019年年度高新技术领军企业”

荣获“2019年中国新三板未来之星”奖项

荣获“2019年度闵行区内资总部企业”

荣获“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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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发
展
历
程

Professional service excellence quality
专 业 服 务 成 就 卓 越 品 质

2019.10

2019.9

2018.12

2018.1 

2017.4

2016.11

2016.1

2015.7

2013.7
瑞铂商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
依托在地产领域20多年的经验积累，
瑞铂商业带着崭新的远景重新启航

引入互联网平台，以O2O商业地产
概念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业
运营新模式，公司更名为上海瑞
铂慧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制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更名
为上海瑞铂慧家互联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新三板挂牌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
成首轮定向增发

迁移至虹桥商务区核心腹地，扎
根虹桥深入发展

公司自营酒店品牌：
慕弈酒店正式上线 

公司更名为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内部管理
体系集团化建设，并在科技含量
上显著提升，累计获得22项软件
著作权

认定为闵行区内资企业总部

评定为全国高新技术企业
（GR201931000613）

公司自营酒店品牌：
慕弈H酒店正式上线

瑞铂慧家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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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酒店运营

商业地产运营

智慧办公管理

    企业在酒店商业化方面，产品分为两类，

一是单纯的运营管理，另一种是自营商业

改造，运营管理是传统业务，收取运营管

理费用；自营商业改造使企业将单一酒店

业态丰富化，提高公区使用效率，同时复

合式业态为酒店提供配套服务合理布局业

态，使得该业务附加值较高。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是根据不同商业项目

的业态、楼层和定位，对商业项目进行全

面有效的经营管理。商业运营管理主要针

对的是入驻的品牌商家及来商场消费的客

户。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综合体的招商、

营运和推广。目前已有项目18个，珠海、

烟台完成项目建议，即将入驻运营。
    从产品的划分上来看，主要有标准办公

和智慧办公两类，提供企业全周期需求产

品，满足大中小型企业办公需求。企业目

前在智慧办公领域重点打造RICHBOX品

牌，目前已经办公项目26个，北京、广州

正在选址阶段。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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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优势
Core Competition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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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亮点

业务板块全面协同，上下游竞争优势提高运营效益

自主研发ERP+OA内外部管理系统，打造商运“软”实力

多方整合开发商、商家方合作品牌，铸就商运资源优势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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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全面协同，上下游竞争优势提高运营效益（2）1

运营优势

上游业主 下游客户

合作资源丰富

免租期内完成招商
满租入驻

合同期8-10年
存量增长稳定

商业：面向代理商较强议价能力

酒店：运营改造星级酒店业态，
为客户提供旅居、办公一站式服务

办公：满足大中小型企业办公需求
交通便利、价格公道

Ø 按照产品体系进行划分，公司旗下拥有瑞铂中心、慕弈酒店、瑞铂慧天地三大品牌业态，提供商业综合体、办公

写字楼、酒店等的顾问、招商、营销代理、运营管理、商业互联网科技服务为一体的商业地产一站式服务。

Ø 针对商务客户，公司以星级商务酒店为依托，对部分酒店业态进行改造，打造联合办公+商务居住一体新模式，为

商务客户提供异地办公、商旅、消费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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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合 式 商 业 地 产 综 合 体 ， 打 造 “ 小 ” 商 圈 多 元 化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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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自主研发，云端部署，解决内部日常运作管理，有效提升内部运营效率

研发ERP+OA内外部管理系统，打造商运“软”实力（1）2

智慧商业招商运营管理系统

瑞铂云

瑞铂云

自动化办公管理系统 智能运营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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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ERP+OA内外部管理系统，打造商运“软”实力（2）2

智慧商业招商运营管理系统

瑞铂云系统展示

Ø 招商模块+合同管理模块+客户管理模块+收入管理模块等，通过数据指标体系提升

     业务决策能力，提高招商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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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ERP+OA内外部管理系统，打造商运“软”实力（3）2

打造智慧商业一体化管理体系

瑞铂汇：会员体系整合流量资源

Ø 整合各业务用户资源，实现业务间互联互通，构建会员体系，带来更多的增值服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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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样化增值服务

Ø 更多的服务形式形成流量池效应，再通过流量池发展更多的商业模式

基础服务

人力资源：社保公积金；人事外包

法务支持：诉讼、仲裁；知识产权

工商服务：公司注册；工商变更

行政服务：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租赁

营销实施：视觉设计；品牌推广；会展

IT服务：网站开发；软件外包

金融保险：融资；资金支持；保险理财

娱乐：健身；咖啡；餐饮；便利店

商旅服务：出行；旅游

购物商城：生活用品；礼品

增值服务

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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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整合开发商、商家方合作品牌，铸就商运资源优势（1）3

      我国正处于消费升级大周期的起点，消费GDP增长率持续走高，各产品品类、品牌、渠道正在实现全面升级，线下大消

费行业风口已至。公司在商业地产领域有着丰富的全业务商业专业服务提供经验，深耕商业地产领域多年，拥有近千余家全球

优秀品牌商家资源，可有效提高企业商业运营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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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整合开发商、商家方合作品牌，铸就商运资源优势（2）3

      瑞铂慧家管理团队深耕商管领域多年，行业认知深刻，行业趋势把握准确，

行业资源丰富，联结商管上下游一线客户，实现资源嫁接与整合，业务衍生打

下坚实基础。

餐饮品牌         包括西式餐饮、中式快餐、特色餐饮、中式正餐等

零售品牌         包括市场服饰、化妆护理、家居用品、运动、便利店等

主力店品牌      包括超市、电影院、KTV、健身房等

休闲娱乐         包括游艺、美容、养生、母婴、影视、娱乐等

休闲餐饮         包括咖啡、面包、甜点、饮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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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及预测

Financial Indicators 
& Fore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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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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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预测—未来三年财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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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Development Planning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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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地域扩张

Ø 公司立足上海，以杭州、南京、苏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为支点，以点带面，逐步向行业发展前景较好的华东

二三线城市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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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

Ø 从传统商管公司向科技化转型，从单一租金模式转向租金、技术服务费、增值服务费并存的多元化收入模式

Ø 随着业务模式逐渐完善，后续在用户规模与品牌价值的基础上建构的高附加值增值服务与技术服务，将是持

续盈利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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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路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数据统计，截止至2020年8月10日，全国共计有8499家挂牌公

司，其中精选层32家，创新层1201家，基础层7266家。创新层公司中符合进入精选层财务指标的挂牌公

司约300家。

       瑞铂慧家为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符合进入精选层的财务指标。

资本路径规划

进入创新层 定向增发
申报精选层

首次公开发行精选层辅导验收 申请创业板转板

2020.5 2020.9 2020.10 2021.4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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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重大利好政策落地

       2019年10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

《深化新三板改革整体方案》，明确提出建

立转板上市机制，达到转板上市条件的，可

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在精选层挂

牌满一定期限，且符合《证券法》上市条件

和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企业，可以直接转板上

市。

       2020年3月6日，中国证监会《转板

上市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推出。

根据《指导意见》，在精选层连续挂牌一年

以上，符合转入板块上市条件的公司，可以

申请转板到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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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分层政策

        为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市场功能，实施差异化制度安排，

制定《分层管理办法》。全国股转系统设置基础层、创新层和精选层，符合不同条件的挂牌公司分别纳入不同市

场层级管理。

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1000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8%，股本总额不少于

2000万元；

（二）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6000万元，且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50%，股本总额不少于

2000万元；

（三）最近有成交的60个做市或者集合竞价交易日的平均市值不低于6亿元，股本总额不少于5000万元；采取

做市交易方式的，做市商家数不少于6家。

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同时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公司挂牌以来完成过定向发行股票（含优先股），且发行融资金额累计不低于1000万元；

（二）符合全国股转系统基础层投资者适当性条件的合格投资者人数不少于50人；

（三）最近一年期末净资产不为负值；

（四）公司治理健全，制定并披露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和承诺管理制度；设立董事会秘书，且其已取得全国

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五）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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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分层政策

      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可以申请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

挂牌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时，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市值不低于2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1500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8%，或者最近一

年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

（二）市值不低于4亿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1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最近一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

（三）市值不低于8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2亿元，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计占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合计比例不

低于8%；

（四）市值不低于15亿元，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计不低于5000万元。

      前款所称市值是指以挂牌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以下简称公开发行）价格计算的股票市值。

挂牌公司完成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时，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最近一年期末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

（二）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少于100万股，发行对象不少于100人；

（三）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

（四）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25%；公司股本总额超

过4亿元的，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10%；

（五）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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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概述
Summary Of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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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计划

融资概况

Ø 额度：不超过1500万股

Ø 定价：2.5-2.8元/股

保障条款

Ø 业绩可承诺

Ø 精选层及回购条款可开放探讨

资金用途

Ø 新项目提升改造费用 
Ø 研发费用
Ø 用于收并购上下游或同类型企业
Ø 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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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  严诗涵  

TEL：13915011359

EMAIL：yanshihan@richbox.biz

37



  上海瑞铂慧家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申虹路683弄1号楼瑞铂中心8层

网址：www.richbox.biz
电话：+86（021） 5169 5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