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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6,526.58万元（包括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项目备案编号 

1 
年产 3500 吨明胶扩建至年产

7000 吨明胶项目 
24,533.19 16,318.81 

2017-150299-14

-03-014018 

2 年产 2000 吨胶原蛋白项目 19,775.62 15,207.77 
2017-150299-14

-03-017899 

3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5,000.00 - 

合计 49,308.81 36,526.58 -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

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

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年产3500吨明胶扩建至年产7000吨明胶项目 

1、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3500 吨明胶扩建至年产 7000吨明胶项目 

（2）实施主体：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 

（4）建设周期：20个月（其中项目准备阶段 5个月） 

（5）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4,533.19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约 21,432.77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约 3,100.4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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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额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费用 18,254.97 74.41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265.05 9.23 

3 基本预备费 912.75 3.72 

小计 21,432.77 87.36 

4 铺底流动资金 3,100.42 12.64 

项目总投资 24,533.19 100.00 

（6）项目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并完全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7,492.70万元（不含税），年均利润总额为 3,357.39万元，项目全部投资税前

内部收益率为 17.18%，投资回收期为 6.40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2、项目发展前景及可行性 

（1）下游市场需求稳定增长 

明胶是生物医药、食品、保健品等行业必不可少的基础高端添加物、重要辅

料，是生物高分子物质，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固发展和人民

对生活、健康水平要求的提高，医药、药用胶囊、食品、保健品产业发展迅速，

对骨制明胶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医药工业经济运行分析》，2014

年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553.16亿元，同比增长 13.05%；

2015年医药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885.2亿元，同比增长 9.00%；2016年医

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635.86亿元，同比增长 9.92%。综合

来看，近三年中国医药工业规模平均以约 10%/年的增速发展。此外，国家建立

分级医疗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不断推动基层医疗市场扩容。伴随着国际医药全

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药物生产制造环节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由于对健康

医疗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明显的研发和生产成本优势，我国已成为全球医药产业

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因此，未来医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带动明胶行业规模的进

一步扩张。 

保健品行业在药用明胶的主要应用领域药用空心胶囊的总需求中占有

10%-15%的份额。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观念的

转变和保健品消费能力的提升，保健品行业对药用明胶的需求也将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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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监管不断加强，为优质企业提供发展机遇 

随着对食用和药用明胶以及明胶产品监管力度的加强，对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明胶等行为打击力度的增强，一些不规范的、低端的明胶生产企业已被市场

所淘汰。随着市场的规范，公司近三年明胶销量稳步增长。未来可预期明胶行业

的监管仍将不断加强，为优质明胶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优质明胶企

业的市场份额将稳步提升，高品质明胶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3）项目建设优势 

①地理优势 

骨明胶产品的原料主要是畜骨。公司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北部边疆，幅

原辽阔，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动物骨源十分丰富，为项目运行的原料供应

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内蒙古气候干燥，拥有常年生产明胶的气候优势。 

②技术支撑 

东宝生物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理化所”）是战

略合作伙伴。在长达二十年的合作研究中，公司在明胶领域获得了诸多成果，明

胶生产技术不断创新，具备了国内领先、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的生产工艺技术

优势。公司拥有使用权的发明专利 9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 

本次扩建采用明胶新工艺，自动化程度高、效率高、能耗低、环境污染小，

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③品牌优势 

公司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质量兴业、品牌兴企”的经营理

念，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公司的“金鹿”牌明胶曾被评选为内蒙古著名商标，获

得各类客户的一致认可。 

3、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公司已取得相关土地使

用权证（包高新国用（2015）第 038 号），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终止日期至 2065年 5月。 

（二）年产2000吨胶原蛋白项目 

1、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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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年产 2000 吨胶原蛋白项目 

（2）实施主体：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 

（4）建设周期：19个月（其中项目准备阶段 6个月） 

（5）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9,775.6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约 17,307.72万元，铺底流动资金约 2,467.9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额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费用 14,353.67 72.58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805.76 9.13 

3 基本预备费 1,148.29 5.81 

小计 17,307.72 87.52 

4 铺底流动资金 2,467.90 12.48 

项目总投资 19,775.62 100.00 

（6）项目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并完全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6,239.32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为 4,401.28 万元，项目全部投资税前内部收益

率为 26.63%，投资回收期为 5.21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2、项目发展前景 

（1）胶原蛋白市场潜力巨大 

胶原蛋白行业在国外已有数十年历史，欧美国家胶原蛋白市场发展相对成

熟，胶原蛋白类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成为了人们喜

爱的产品，得到广泛应用。在我国，胶原蛋白行业发展时间比较短，有着广阔的

发展空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观念的提高，“预防性营养”的概念越来越

流行。市场需求促进了胶原蛋白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行业监管的加强，行业统

一标准的形成等，高品质胶原蛋白将迅速占领市场。 

（2）优质胶原蛋白产品附加值高，可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优质胶原蛋白分子量小、易吸收、富含人体所需的 18 种氨基酸，能增加骨

密度、提高免疫力，具有良好的保健作用，价格远高于明胶的市场价格。本次募

投项目生产的胶原蛋白产品附加值高，可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同时，适当扩大胶原蛋白产能使公司可灵活调节明胶、胶原蛋白的市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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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升了企业产品结构的弹性空间。 

（3）项目建设优势 

①原材料品质及供应量得到保证 

公司生产的胶原蛋白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骨制明胶。公司作为国内骨制明胶

生产的优质企业，骨制明胶产量及品质均可满足本项目实施的需要。 

②技术支撑 

长期以来，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等工作，在技术研发方面，以

自主研发和横向合作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推进公司的技术进步。公司拥有自治区

级企业技术中心、自治区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行业内首家产学研合作研发机构

——“中科院理化所—东宝生物胶原蛋白与明胶生物工程应用研发中心”，拥有

稳定、高素质的技术团队，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产品技术含量升级。 

公司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与中科院理化所联合研发，成功实现了基于骨明胶

的胶原蛋白生产工艺创新，其产品品质是定位于千位分子量的高品质胶原蛋白。

基于“可溶性胶原蛋白制备方法”的定向酶切技术制备，最大限度保存了胶原蛋

白生物活性，技术独创、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③品牌优势 

公司基于高档骨明胶的胶原蛋白已形成 1,000 吨产能。“东宝”牌胶原蛋白

及“圆素”牌胶原蛋白肽以良好的品质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建立了品牌信誉和品牌

知名度。最近三年公司胶原蛋白业务收入增长明显，实现销量、利润双突破。 

3、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公司已取得相关土地使

用权证（包高新国用（2015）第 039 号），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终止日期至 2065年 5月。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了行业现状、财务状况、经营规模、市场融资环境以及未来战

略规划等自身及外部条件，为满足经营规模和主营业务增长的需要、增强资金实

力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5,000万元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占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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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增强资金实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和主营业务增长的需要 

公司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5,105.39 万元、

29,191.61万元和 31,659.40万元，复合增长率达 12.30%。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

公司正常运营和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营运资金将迅速增加，公司除了要

进行生产厂房建设、生产设备的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外，还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以

保证原材料采购、人工费用支付、技术研发及营销投入等重要的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经营实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为公司后续的发展战略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前次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已逐步投入运营，公司将大力开发明胶和胶原蛋白延伸产品，向生物医药

领域迈进。公司胶原蛋白抑制肿瘤研究项目、促骨活性骨胶原肽分离与纯化研究

项目、医用胶原水解物的制备工艺开发研究项目等均已取得良好进展。补充流动

资金将为公司研发投入提供支持，将尽快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公司的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除项目的

铺底流动资金外，仍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来配套经营。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会

提高公司的资产业务整合效率，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 

（3）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偿债能力得到提高，公司

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同时，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减少未来公

司的银行贷款金额，从而降低财务费用，减少财务风险和经营压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抗风

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为公司带来积极影响，在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补充公司资本实力

的同时，公司将通过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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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主要体现在：公

司的净资产将大幅提升，资本实力增强；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同量增长使得公司

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本结构优化，公司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财务风险降低。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用于年产 3500 吨明胶扩建至年

产 7000吨明胶项目和年产 2000 吨胶原蛋白项目，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将大幅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盈利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使得公司现金流入量大幅增

加；在资金开始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也将大幅

提升；项目完工后，投资项目带来的现金流量逐年体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入将显著提升。本次发行能有效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降低公司的融资风险

与成本。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年产 3500 吨明胶扩建至年产 7000 吨明胶项目”

已 经 包 头 市 稀 土 高 新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备 案 ， 项 目 统 一 编 码 为

2017-150299-14-03-014018。本项目的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年产 2000 吨胶原蛋白项目”已经包头市稀土

高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项目统一编码为 2017-150299-14-03-017899。本项目

的环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方向，有利于推进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增长，优化公司的产

品结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

发展，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运用是必要且可行的。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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