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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3,986.06 万元（含

133,986.0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产铷

铯综合利用项目 
101,334.18 83,953.06 

2 九龙汽车智能制造技改项目 50,033.00 50,033.00 

合计 151,367.18 133,986.06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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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额时，缺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锂云母年产 1 万吨碳酸锂及副产铷铯综合利用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以锂云母为主要原料生产碳酸锂同时副产铷铯矾等，建成后年产碳

酸锂 1 万吨（其中电池级碳酸锂 8200 吨/年，工业级碳酸锂 1800 吨/年），同时

副产 61000 吨/年铷铯矾、85000 吨/年钾矾、17500 吨/年元明粉。本项目建设

地点选定在规划的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医药工业园彬江特种机电产业基地内。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在节能减排压力下，新能源产业得到加速发展，锂电上游原料的需求

不断增长 

从能源总量来看，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资

料显示，截止到 2009 年底，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 23 亿吨，占世界总量的 1.4%；

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2.23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可采储量总量的 1.2%；煤

炭剩余可采储量 1145 亿吨，占世界总量的 12.6%等。就可采储量而言，有关专

家估计，若按目前的开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和东部的煤炭资源将在 2030 年耗

尽，水力资源的开发也将达到极致。就质量而言，我国能源资源以煤炭为主，按

各种燃料的热值计算，在目前的探明储量下，世界能源资源中，固体燃料和液体、

气体燃料的比例为 4:1，而我国则远远落后于这一比值。目前，在世界能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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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质量的液、气体能源所占比例为 60.8%，而我国仅为 19.1%。我国迫切

需要更新能源结构，其中锂电新能源就是其中一种。锂离子电池不仅可以用于电

子产品、电动工具、工业储能甚至在电动汽车中也被公认为理想的选择，所以应

用前景一片光明。锂电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将相应地带动碳酸锂需求的快速增

长。 

（2）此前地方上对锂云母的使用存在巨大浪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是综合

利用锂云母，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江西省宜春市拥有世界储量最大的锂云母矿山，经探明可利用的氧化锂资源

在 250 万吨以上，可生产出氧化锂品位在 4%左右的锂云母精矿约 6250 万吨。

锂云母通过深加工后，可提练出高纯度碳酸锂、氯化锂、氢氧化锂、丁基锂等锂

产品，同时回收铷盐、铯盐、钾盐、钠盐、硅砂、石膏等系列副产品，实现锂资

源的综合利用。碳酸锂、氯化锂、氢氧化锂、丁基锂等锂产品的应用范围广阔，

市场潜力巨大；铷、铯是世界非常稀缺的贵重金属，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钾、

钠、硅等产品应用广泛，因此对锂云母进行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2009 年，宜春市委、市政府积极顺应全球低碳经济潮流，把握世界新能源

经济发展脉搏，策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结合本市独有的锂资源优

势，做出举“全市之力，聚全球资源，建设千亿工程，打造亚洲锂都”的战略决

策。在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及支持帮助下，在锂电业界、科研机

构等方方面面的亲身投入、鼎力支持下，打造从锂矿原料→碳酸锂→锂电池材料

→锂电池→电动汽车的完整的锂电新能源产业链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目前，

国家科技部已将宜春列为“国家锂电新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江西省政府

已将宜春市锂电新能源产业列为全省第四个千亿元产业工程、第六个高新技术产

业、第十四个重点产业。 

6250 万吨锂云母可加工提取电池级碳酸锂 600 万吨，但在以前，大量的锂

云母作为陶瓷、玻璃原料出售使用，不仅浪费了锂资源，更未实现锂云母的综合

利用。对宜春市锂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关系到宜春市能否顺利实现千亿元工程，

因此，宜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锂矿资源的整合以及锂资源的综合利用工作，

先后制定出台了宜府发〔2009〕31 号《关于加强我市锂矿产资源管理若干意见》

和宜府办发〔2010〕14 号《宜春市推进氧化锂资源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对

宜春市锂资源的资源管理、综合开发指明了方向。本项目的实施，将使当地的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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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得到高效综合的利用，并对宜春建设“亚洲锂都”、发展千亿锂电产业起到

示范和促进作用。 

（3）公司打造新增长点的战略抉择 

公司拥有的“利用锂云母制备高纯度碳酸锂及副产品的酸化焙烧新工艺”是

该公司独创并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专有技术，该工艺与其它同类工艺相比具有资

源综合利用率高、制备成本较低、绿色环保、锂收率较高等优势，并已实现批量

化生产。受产能所限，目前公司加工能力较小，未能实现对当地锂云母的充分利

用与消化。本项目成功实施后，将极大地提高公司的加工能力，提升锂资源的高

效综合利用能力，并将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101,334.1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93,113.34 万元，流动资

金投资 8,220.85 万元。建设投资中工程费用 77,987.36 万元，占建设投资

83.76%；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5,965.70 万元，占建设投资 6.41%；无形资产 798

万元，占建设投资 0.86%；其他资产 1,440.92 万元，占建设投资 1.55%；预备

费 6,921.36 万元，占建设投资 7.43%。 

投资明细表 

项目名称 价值（万元） 占建设投资比例 

工程费用 77,987.36 83.76% 

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5,965.70 6.41% 

无形资产 798.00 0.86% 

其他资产 1,440.92 1.55% 

预备费 6,921.36 7.43% 

估算建设投资 93,113.34 100% 

流动资金 8,220.85  

估算项目总投资 101,334.18  

4、投资效益测算 

该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时间半年，建设时间 1.5 年，试车时间 6 个月，总工

程时间 2 年，投产至达产时间 1 年。该项目建成投产后第一年预计达到设计产

能负荷的 70%，第二年达到 100%。该项目达产后效益预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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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达产期 

营业收入 107,385.00 万元 

净利润 29,392.00 万元 

投资回收期（税后） 4.80 年（含建设期 1.5 年） 

内部收益率（税后） 30.86% 

该项目效益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10 万元/吨，工业级碳酸锂为 8.5 万元/

吨为预计基础进行的审慎测算。当前碳酸锂市场价格均在 13 万吨以上，若以当

前市场价格进行未来效益预期，该项目投资收益还将有所增加。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已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发改委《关于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利用锂云母年制备 10000 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二期）备案的通知》（袁区发改

行服字[2016]40 号）批准了立项。 

2017 年 6 月 9 日，江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宜春银锂

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利用锂云母年制备 10,000 吨碳酸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赣环评字[2017]34 号）批准了本项目的环评。 

（二）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技改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龙汽车”）承担建设，在扬州江都经济开发区仙城工业园原九

龙汽车厂区和厂房内进行技改。本项目为汽车制造智能化技改项目，在现有产能

和成品的基础上，对现有汽车生产线、生产装备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改造，

并完善产品检测和产品试制能力，最终达到提升产品水平和生产潜在能力的目

的。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产品质量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

逐渐增加 

在我国人口众多，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国情下，一方面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

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生态文明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

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亟需转变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因此建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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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中国、发展生态文明已成为国家战略。在当前人均汽车保有量越来越高，汽车

尾气污染占环境污染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推广新能源汽车逐步取代传统油动

汽车，实现环境保护和居民生活便利的双重诉求，已成为顺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

实施生态文明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十分

重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自 2009 年以来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新能源汽车列为战略新兴产业之后，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发密度和扶持步伐呈现明显加速趋势，使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进入了高速成长期。 

由于国家近年来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密集发布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支持政策，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参与者数量快速增加，且在高额购车补贴

的刺激下，终端购买者对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的容忍度较高，导致市场上整车产

品良莠不齐现象明显。然而自 2016 年以来，国家意识到新能源汽车粗放式发展

模式难以持续，因此在继续大力支持的同时，也严查新能源汽车骗补行为，未来

政策引导的方向将会有针对性的改变，补贴方向将更加精准化，产品质量不达标

的企业将被逐渐淘汰，产品质量较好的企业市场占有率将逐步提升。本次九龙汽

车智能制造技改项目将有效地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达

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步增长的目的。 

（2）智能化改造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明显 

当前国内制造业基本采用人工制造或基本设备制造，尚未实现信息化生产联

动，工厂级制造层面均未实现多设备智能联动生产，对设备产能、效率、生产工

艺参数等多方面的生产信息未能达到实时掌握的程度，制造管理模式较为粗犷。 

汽车产业作为生产过程复杂，工序繁多，但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个行业，非

常适合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后机器人能够充分利用厂房空间，变传统地

面运输为空中运输，将每个工位紧密衔接在一起，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此外，

智能化改造后，能够通过密布工厂各处的物联网传感器，收集各种生产数据和参

数，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以最快速度被发现并得到反馈。同时，每台机

器人背后都有一套复杂的生产编程软件及设备控制的工业电脑，所有这些组成一

个高度复杂的电子网络体系，使得每个工位、每个细微流程都具有自主选择和决

策能力，在提升生产精度，提高良品率，节约成本的同时，也能够实现更高效、

低成本的灵活个性化定制，增加了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能够完成原本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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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户临时增加或者更改的一些个性化订单。因此，实施智能化改造能够大大提

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3）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九龙汽车于 2016 年被公司全资收购，是一家集商用车、乘用车及相关关键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并长期坚持自主研发为主的民族自主

品牌，已形成九龙海狮、新能源汽车、九龙考斯特、艾菲等系列车型生产平台。

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业务范围不断丰富和完善，核心业

务包括商用车、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和核心零部件相关配套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等。 

在宏观环境日趋复杂，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九龙汽车始终坚持

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紧紧抓住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汽车消费市场快速成长

的契机，深刻理解汽车市场发展变化的潜在规律，精准把握汽车行业节能减排、

轻量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的不断积累，抢占汽车行业技

术变革和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先机，逐步成长为具有较强独立自主研发能力的民族

自主品牌。 

当前，九龙汽车产品布局日趋完善，主导产品竞争优势逐步加强，已成为国

内新能源汽车前十大厂商之一。本次募投项目将有助于公司提升产品水平，优化

生产效率，提升客户订单响应能力，继续扩大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占有率，是

公司实现新能源商务车和轻客国内领先地位目标的关键一步。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50,033.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50,033.00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由公司自行安排。 

投资明细表 

项目名称 价值（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建设工程费 2,210.60 4.42% 

设备购置费 44,767.40 89.46% 

其他费用 3,055.00 6.11% 

总投资 50,033.00  

4、投资效益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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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建设期为 1 年，达产期 1 年，该项目建成投产后第一年预计达到

设计产能负荷的 60%，第二年达到 100%。该项目达产后效益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达产期 

营业收入 355,199.23 

净利润 20,708.47 

投资回收期（税后） 4.93 

内部收益率（税后） 27.89% 

5、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经信委《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

号：3210881605415）批准了立项。扬州市江都区环境保护局以《关于江苏九

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扬江环发

[2016]278 号）批准了本项目的环评。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都相应增加，抗风险能力得到

进一步加强，为公司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矿产——锂电材料——电机驱动系

统——电动汽车——智能汽车”产业链，形成有效的协同效益，公司整体的盈利

能力将得到较大的提升。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项目的建成和投产，未来公司经营

业绩水平及净资产收益水平将会相应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得公司现金流入量大幅增加。项目达产后，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公司的营运能力将会有较大幅度提升。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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