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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所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且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 20%。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70,000 万元拟用于“实施/扩大工程总承包项目”，具体将用于当升科技锂电材料

产业基地项目第一阶段年产 2 万吨锂电正极材料智能工厂设计、采购、施工工

程总承包（EPC 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当升科技项目”）和陕西红马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 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多元正极材料项目（二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以下简称“红马二期项目”），剩余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具体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1 
实施/扩大工程总承包

项目 

当升科技项目 80,125.11 50,000.00 

红马二期项目 47,797.37 20,000.00 

2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57,922.48 100,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通过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可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及置

换前期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的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项目实施的投资总额，按

照项目需要调整投资规模，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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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实施/扩大工程总承包项目 

1、项目投资构成 

公司本次拟用70,000万元用于实施/扩大工程总承包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1 当升科技项目 80,125.11 50,000.00 

2 红马二期项目 47,797.37 20,000.00 

合计 127,922.48 70,000.00 

（1）项目的具体投资构成、具体投资数额明细安排、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

和测算过程 

①当升科技项目 

当升科技项目由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并负责项目相关的工程设计、采购、施

工工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项目总承包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的组织、管

理、技术服务、机械竣工，从机械竣工到交工验收提供的保镖服务和质保服务，

并参加项目的竣工验收。具体建设内容为20,000吨/年锂电正极材料生产线及其

配套的厂房、仓库、变电站、制氧站、空压站、消防、环保、办公、生活设施

等建构筑物。其中20,000吨/年锂电正极材料生产线将按照NCM811/NCA的标准设

计，同时具备生产不同类型多元材料（NCM811、NCM622、NCM523和NCA）的能力。 

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总额80,125.11万元，由建设工程费77,328.82万元、

建设工程其他费2,796.29万元构成。项目投资数额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性质构成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 资本性支出 
非资本性

支出 

一 建设工程费   77,328.82   77,328.82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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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性质构成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 资本性支出 
非资本性

支出 

1 工艺生产装置 51,652.02 51,652.02  

50,000.00 

1.1 设备购置费 37,397.57 37,397.57  

1.2 主要材料费 4,163.63 4,163.63  

1.3 安装费 1,811.39 1,811.39  

1.4 建筑工程费 8,279.43 8,279.43  

2 配套系统 24,678.72 24,678.72  

2.1 设备购置费 6,484.12 6,484.12  

2.2 主要材料费 3,646.21 3,646.21  

2.3 安装费 1,424.95 1,424.95  

2.4 建筑工程费 13,123.44 13,123.44  

3 桩基工程 998.08 998.08  

3.1 建筑工程费 998.08 998.08  

二 建设工程其他费 2,796.29 326.75 2,469.54  

1 工程设计费 326.75 326.75    

2 工程建设管理费 774.53   774.53  

3 其他服务费用 1,695.01   1,695.01  

合计 80,125.11 77,655.57 2,469.54 50,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当升科技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第一阶段年

产2万吨锂电正极材料智能工厂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EPC 一体化）项

目合同书》约定、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工程建设

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的建设

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估算项目总投资，具体数额明细安排及测

算过程合理。 

②红马二期项目 

红马二期项目由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并负责项目相关的工程设计、采购、施

工工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项目总承包范围内的设计、采购、施工的组织、管

理、技术服务、机械竣工，从机械竣工到交工验收提供的保镖服务和质保服务，

并参加项目的竣工验收。本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包括10,000吨/年三元前驱体装置、

5000吨/年三元正极材料装置以及上述工程配套辅助生产单元、公用工程、服务

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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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总额47,797.37万元，由建设工程费46,752.37万元、

建设工程其他费1,045.00万元构成。项目投资数额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性质构成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 资本性支出 
非资本性

支出 

一 建设工程费   46,752.37   46,752.37   20,000.00 

1 前驱体厂房 18,951.63 18,951.63  

20,000.00 

1.1 设备购置费 12,518.20 12,518.20  

1.2 主要材料费 1,418.93 1,418.93  

1.3 安装费 2,272.41 2,272.41  

1.4 建筑工程费 2,742.09 2,742.09  

2 三元厂房 B 23,002.66 23,002.66  

2.1 设备购置费 17,095.48 17,095.48  

2.2 主要材料费 849.60 849.60  

2.3 安装费 957.58 957.58  

2.4 建筑工程费 4,100.00 4,100.00  

3 配套系统 4,798.08 4,798.08  

3.1 设备购置费 976.92 976.92  

3.2 主要材料费 663.75 663.75  

3.3 安装费 450.67 450.67  

3.4 建筑工程费 2,706.74 2,706.74  

二 建设工程其他费 1,045.00 520.00 525.00  

1 工程设计费 520.00 520.00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520.00   520.00  

2 临时设施费 5.00   5.00  

合计 47,797.37 47,272.37 525.00 20,000.00 

上述项目投资金额系根据《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吨/年锂离子动力

电池多元正极材料项目（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书》约定、项目可行性分析报

告以及实际项目需求进行测算；工程建设价格参照相关供应商报价信息或市场

价格估算。测算同时综合考虑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及实施进度等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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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项目总投资，具体数额明细安排及测算过程合理。 

（2）各项支出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的说明 

①当升科技项目 

当升科技项目合同金额94,519.12万元，总投资为80,125.11万元，由建设

工程费77,328.82万元、建设工程其他费2,796.29万元构成，均为实施本项目相

关的必要支出，上述投资按照《当升科技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第一阶段年

产2万吨锂电正极材料智能工厂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EPC 一体化）项

目合同书》的约定执行合同有关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15号-建造合同》应计入“工程施工-合同成本”，项目发包方将根据合同约定

支付相应的工程费用并增加其固定资产。除总承包管理费外，上述各项支出均

符合资本化条件，属于项目资本化支出。 

②红马二期项目 

红马二期项目合同金额56,322.00万元，总投资为47,797.37万元，由建设

工程费46,752.37万元、建设工程其他费1,045.00万元构成，均为实施本项目相

关的必要支出，上述投资为按照《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10000吨/年锂离子动

力电池多元正极材料项目（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执行合同有关的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应计入“工程施

工-合同成本”，项目发包方将根据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费用并增加其固定

资产。除总承包管理费外，上述各项支出均符合资本化条件，属于项目资本化

支出。 

（3）项目业主方基本情况 

①当升科技项目 

当升科技项目的业主方为当升科技（常州）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

升新材料”），是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升科技”）为建

设当升科技项目设立的项目公司。 

A．当升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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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8年10月24日； 

注册地：常州市金坛区盐港中路69号9幢； 

法定代表人：关志波； 

股权结构：当升科技持股100%； 

注册资本：5,000万元。 

B．当升科技 

成立时间：1998年6月3日；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8区21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忠； 

股票代码：300073.SZ 

注册资本：43,672.28万人民币。 

当升科技是一家新能源材料研发和生产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内锂电

正极材料的龙头企业，主要从事钴酸锂、多元材料及锰酸锂等小型锂电、动力

锂电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在湿法和火法两项技术方面的集成创

新能力使得公司成为国内外少数几家能快速推出系列化多元材料的公司之一，

部分锂电正极材料产品的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是国内率先出口锂电

正极材料的供应商，国际前6大锂电巨头中拥有5家客户，包括三星SDI、LG化学、

三洋能源、深圳比克和比亚迪等。此外，在电子陶瓷业，氧化钴、氧化铋的市

场份额连续多年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以上信息来源于万得资讯） 

根据当升科技公开披露信息，截止2018年9月30日，当升科技资产总额为

474,308.89万元，净资产为320,417.44万元，2018年1-9月，当升科技实现营业

收入247,827.96万元，实现净利润20,533.18万元。 

综上所述，当升科技项目的业主方唯一股东当升科技经营情况良好，资产

负债率较低，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当升科技项目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②红马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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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马二期项目的业主方为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马科技”），

是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煤化”）为建设红马二期项目设立的

项目公司。红马科技及中汇煤化相关信息情况如下所示： 

A．红马科技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31日； 

注册地：陕西省韩城市昝村煤化工业区中汇煤化办公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高彦宾； 

主营业务：研制、开发、生产高科技电池材料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产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分析检测及其它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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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汇煤化持股100%；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B．中汇煤化 

成立时间：2001年11月18日； 

注册地：陕西省韩城市昝村煤化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高凤龙；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洗精煤、焦炭及煤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中汇煤化是以焦化为龙头的民营企业。目前建有年产70万吨的焦化生产线、

120万吨的洗精煤生产线各一条。近年来，为了抵御市场风险，中汇煤化制定了

“煤化为主、多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初步实现了多元化投资的格局，逐渐发

展为高精新、跨行业、集团化的现代化企业。中汇煤化连续十年荣膺韩城市“纳

税大户”称号，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陕西省优秀民营企业”“陕

西省十一五污染减排先进企业”等称号。（以上信息来源于韩城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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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9月30日，中汇煤化资产总额为94,539.01万元，净资产为

60,912.42万元，2018年1-9月中汇煤化实现营业收入97,841.31万元，实现净利

润11,498.6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未审数据） 

中汇煤化已向公司出具《工程履约担保函》，对红马科技履行与公司签订的

红马二期项目合同产生的债务、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效力到红马二期项目合同履行完毕后3个月。 

综上所述，红马二期项目的业主的唯一股东中汇煤化经营情况良好，资产

负债率较低，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中汇煤化已向公司出具《工程履约担保函》，

红马二期项目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各国政策积极支持新能源行业发展 

为了解决全球能源短缺和环保危机，世界各国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

战略，大力发展和推广应用汽车节能技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始于 21 世纪初，

新能源汽车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五”期间的 863 重大科技课题并获得国家

财政及税收政策强力推动。 

根据“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战略前沿领域创新突破的要求，新能源汽车、

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数字创意等领域的产业发展壮大，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基础。国家层面连续多年从刺激需求、强制供给、鼓励使用等多个

层面密集出台各项政策文件及指导意见。政府一方面积极扶持新能源汽车及动

力锂电企业发展，一方面协助整顿新能源汽车市场秩序，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

保持可持续增长。政府与市场多维度规范行业的良性发展，从供给端和需求端

共同发力，长短政策相结合，扶优抑劣，推动产业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带动新

能源汽车领域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给锂电池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2016

年 12 月 30 日，四部委发布通知，在保持 2016-2020 年补贴政策总体稳定的前

提下，提高补贴政策适用门槛，引导行业以更高能量密度、更高续航里程、更

高安全性能为目标开展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及规模建设。 

（2）正极材料作为锂电池核心材料投资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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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能源车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汽车的续航能力、安全性、使用寿命、

成本等。锂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三大核心部件之一，成本占据整个电动汽车

总成本的一半左右，正极材料作为锂电池的关键材料，直接影响着电动汽车安

全性、续航里程、循环次数、成本等，正极材料产业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工业化

量产能力已成为国内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的有力推手。

新的购置补贴政策加大了对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能源效率、续航里程的要求，

从补贴上引导行业的技术更新和发展，进一步确立了正极材料高镍化的技术发

展趋势。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在动力高镍正极材料领域还处于技术和产品开发

阶段，亟待提升核心技术及产业化水平，以满足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需求和

动力电池质量的苛刻要求。在动力锂电及动力正极材料方面提前进行技术布局

和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有望率先突破下游市场对高端正极材料供不应求的局面，

实现技术引领市场的发展方向。 

（3）工程总承包业务模式顺应了三元材料高镍化进程中对于锂电正极材料

智能制造的需要 

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20 年全球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将达 1300 万辆，

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近年来在改善锂离子电池性能和降低锂离子电池成

本方面取得的进展，锂离子电池有望在未来十年继续成为首选技术。目前，国

际一线车厂对锂离子电池性能的要求以“NCM811+硅碳负极”为主，然而 NCM811

的供应量却严重不足，正极材料企业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加快对高镍三元材

料的研发和推广。由于正极材料的产线与设备向下兼容，所以正极材料企业扩

产几乎都是直接上 NCM811 产线，然后分配部分产能给 NCM523，NCM622 以提高

生产线效率。 

由于 NCM811 制备工艺复杂，所以工厂对环境温度、湿度、杂质、空气、水

分等的要求和控制远远高于 NCM523、NCM333，工艺技术要求越来越严苛，产线

设计和建设难度远大于普通三元材料生产线，单位投资成本也远高于普通三元

材料，然而材料企业往往又缺乏高温，高压，高爆及超洁净环境下的大型化工

项目建设经验，随着产线工艺环境和技术要求提高，自建难度加大，时间成本

也随之增加，交给“建筑企业+设计企业”组成的联合体，由于需要多方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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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周期加长。所以锂电池材料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技术服务企业可以为材料企

业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和可靠的产线，同时也提高了工厂的智能化。 

（4）公司具备承接高镍三元正极材料智慧工厂 EPC 总承包订单的能力 

公司具备承接高镍三元正极材料智慧工厂 EPC 总承包订单的能力，得益于

近 50 年来，公司在传统化工业务中积累的丰富工程技术经验，建立起的先进的

设计与工程管理手段、完善的 QHSE 及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目前拥有化工石化医药全行业、轻纺行业（化纤工程、化纤原料工程）、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等多个行业的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咨询甲级以及压力容

器设计、压力管道设计等业务资质证书，并可在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提供工程

总承包及项目管理等服务。 

公司拥有几十年的传统化工 EPC 经验，百利锂电拥有丰富的锂电正极材料

装备、产线设计经验和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两家公司的融合催生出了锂电正

极材料智慧工厂的技术装备和整线服务的专业化分工，技术门槛较高。由于正

极材料工艺在不断升级中，公司的业务模式顺应了三元材料高镍化进程中对于

锂电正极材料智能制造的需要。 

（5）工程总承包业务的发展对工程公司的资金实力提出更高要求 

从国外工程总承包业务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外大型工程公司都具备很强的

融资能力，用于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资金周转、开具保函、乃至帮助业主筹措资

金等。我国的工程总承包业务市场的发展也对工程公司的融资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尤其是伴随着石油化工行业装置建设大型化、一体化、复杂化的趋势

愈加明显，项目建设投资金额也有日益增大的趋势，业主对工程公司的资金实

力也相应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随着行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总承包项目的运作也更趋于市场化、国际化，项目的资金周转、前期投入、带

资承包已经成为承包商入围的先决条件。 

（6）公司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突出的经营管理体制 

公司在锂电正极材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的多个细分领域中

掌握了核心技术，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在锂电正极材料领域，为包括当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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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杉杉股份、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谊、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和宁夏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在内的知名正极材料厂商提供了从正极材料前驱体合成处理到正极

材料生产工厂的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在聚酰胺产品链中，公司在己内酰胺装

置设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较为突出；在异戊橡胶、溶聚丁苯橡胶、特种环氧树

脂装置设计领域，公司具备较强的技术优势并承接了多项工程设计项目；同时，

公司正在开发的新工艺及新技术将会在新的领域里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3、项目的建设和资金使用的进度安排 

（1）当升科技项目 

①当升科技项目的建设进度安排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当升科技建设进度安排预计如下： 

 

②当升科技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首先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

换前期投入的项目投资，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项目合同的约定以及

建设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支出 

（2）红马二期项目 

①红马二期项目的建设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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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红马二期项目建设进度安排预计如下： 

 

②红马二期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本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首先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置

换前期投入的项目投资，剩余募集资金将在施工期间按照项目合同的约定以及

建设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支出。 

4、项目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模式 

当升科技项目和红马二期项目与公司原有工程业务一致，具体如下： 

（1）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从事的工程总承包业务是以工程设计为龙头和核心带动的，相较

工程咨询、设计项目，工程总承包业务主要增加了采购和施工环节，并对整个

工程项目的运行进行组织和管理。 

工程总承包项目主要由公司项目管理部、采购部和工程部负责运营，项目

管理部负责 EPC 工程项目总体计划、项目组建、组织项目策划、控制与实施、

检查与协调，收集、登记并传递项目对外正式沟通资料等项目统筹工作。采购

部和岳阳分公司负责工程总承包业务中材料、设备采购业务，包括供应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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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设备采购计划、材料及设备采购的招投标、监造、催交、开箱验收、仓

储发货和采购资料整理归档等全过程的各项工作。工程部负责工程施工业务具

体管理工作，包括承建单位的调研、工程施工业务的招投标、工程项目开工报

建、工程项目施工安装进度计划、现场人员管理、现场机具管理、工程质量检

查与评定管理、现场 HSE 管理、设备与材料进场管理、各阶段工程验收交接管

理、工程项目中交工作、开车条件确认、开车调试、投料保运和工程施工安装

各项资料的整理归档等全过程的各项工作。 

（2）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凭借成熟、高效的业务体系，突出的项目经验和施工能力，在保

质保量完成工程项目的基础上，通过收取工程款赚取与建设投入成本的差价实

现盈利。 

5、募投项目的效益情况 

经测算，在不考虑税费影响的情况下，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

150,841.13 万元，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偿还银行贷款 

1、偿还银行贷款使公司资本结构得以优化 

假设不考虑发行费用，以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为计算

基础，按照募集资金 10 亿元并将其中 3 亿元偿还银行贷款进行模拟计算，则发

行前后公司的资本结构及偿债能力指标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9/30 发行后模拟计算值 变动情况 

总资产（万元） 267,237.57 337,237.57 2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万元） 
104,526.75 204,526.75 95.6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口径） 
60.89% 39.35% -35.38% 

流动比例 1.57 2.84 80.89% 

速动比例 1.38 2.60 88.41%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从 60.89%下降至 39.35%，流

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别从 1.57、1.38 提升至 2.84、2.60，资产负债结构得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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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公司总资

产、净资产规模将增加，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将有所改善。 

2、偿还银行贷款能够降低利息支出，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由于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及

利息支出较高，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利息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利息支出 2,606.24 2,803.16 2,427.94 2,580.23 

营业利润 10,362.19 12,424.72 11,453.45 6,685.23 

利息支出占营业

利润的比例 
25.15% 22.56% 21.20% 38.60%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利息支出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均超过 21%，利息支出对营

业利润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后，可降低利息支出费用，

提升净利润水平。按公司近年短期借款的平均利率水平并参考当前中国人民银行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假设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 6%，则使用 3 亿元偿还银行

贷款可为公司节省年利息支出约 1,800 万元。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