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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为满足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港务”、“公司”或

“本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提高盈利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采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方式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购置 4 艘拖轮和补充

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购置四艘拖轮 14,000.00 1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 38,000.00 

合计 - 52,000.00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若本次配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

述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不改变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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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等使用安排。本次配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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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公开发行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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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港口行业保持持续增长 

港口是国家资源配置的枢纽，在交通运输系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港口

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行业，与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其对于满足国家能源资源、材料设备等大宗货物的运输，促进国内外贸易快速稳

定发展，保障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对外贸易

主要通过海洋运输，随着国家开放水平的提高及对外贸易的增长，海洋运输需求

将日益提升。 

近年来，我国港口行业吞吐量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并在全球港口行业中占

据主要的地位，2016 年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 10 名的沿海港口中，中国内地港

口占据 7 名。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 132.01 亿吨，较上年增长 3.5%，其中沿海港口吞吐量 84.55 亿吨，较上年增

长 3.8%，内河港口吞吐量为 47.46 亿吨，较上年增长 3.1%。2010 年至 2016 年

我国港口行业吞吐量如下：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2、港口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港口行业属于大型基础设施行业，规模经济效益特征较为明显，具有较高的

行业集中度及行业进入壁垒，不仅需要良好的地理条件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同时

还需要符合国家宏观港口规划的产业政策。目前，我国港口行业整体布局已初步

形成，主要以主枢纽港为主干、区域性中小型港口为辅助、小型港口为补充，形



3 
 

成了层次分明、体系健全的港口产业系统。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特

点、区域内港口现状、港口间的运输关系及货物类型，我国沿海港口划分为环渤

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西南沿海五个港口群体。 

未来我国的港口行业将在大型枢纽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继续深入，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推动大型综合性枢纽港口建设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运输技术的稳步提高以及港口行业多元化业

务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大型综合性枢纽港口在区域逐步形成较强的规模优势。未

来，港口行业公司将根据区域条件、辐射范围、基本功能、需求类型等，继续稳

固和发展其在区域港口综合服务实力。 

（2）港口行业资源整合进度进一步加快 

为提高港口行业综合竞争力，避免低效无序的港口业务竞争，推动区域经济

的发展，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我国港口行业的兼并收购、合资

建设码头、业务合作等行业整合进度加速推进。 

（二）本次公开发行的目的 

1、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 4 艘拖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

金的投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1）购置 4 艘拖轮项目 

随着进出港船舶数量的增长及大型船舶需要量的上升，港口行业企业对拖轮

数量及功率的需求也逐步增大，厦门港务子公司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港务船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最大的港口

拖轮经营服务企业。因此，为了巩固和提升厦门港务在拖轮市场的实力与地位，

公司急需增强拖轮配置，满足市场需求。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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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周转流动资金主要依靠债务融资的方式解

决，随着公司项目建设及经营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展，债务融资将导致公司财务杠

杆提高及偿债能力下降，本次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降低公司负

债结构、增强资金实力。 

2、抓住行业机遇，实现战略布局 

厦门港作为福建省内最大的港口，其业务规模发展较快，截至 2016 年底，

厦门港全港共有集装箱航线 143 条，其中国际航线 87 条、内支线 15 条、内贸线

41 条，通达国内外各大港口，厦门港务拥有厦门港规模最大的散杂货码头资源，

未来将在福建区域港口整合潮中把握先机。 

未来，随着“十三五规划”、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福建

省港口整合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本次厦门港务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为公司

实现未来区域整合战略布局奠定基础。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购置 4 艘拖轮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4,000.00 万元用于购置 4 艘拖轮，本次拖轮购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港务船务。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以增资或借款的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提供资金。港务船务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 

住所 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89 号 3-4 层 S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曾天宝 

注册资本 13,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港口拖轮、驳运服务 

2、购置拖轮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港口行业对拖轮助泊能力要求日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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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海沧港区作业比例的提升以及泊位线的延长、翔安港区散杂货

码头的投入使用，厦门港进出船舶数量将增多，拖轮服务业务量也随着增长；同

时，为了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部分企业逐步增加大型集装箱船的投入与使用，

船舶的大型化对拖轮的助泊服务能力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因此，为了满足市场对

拖轮助泊能力的需求，厦门港务拟购置 4 艘拖轮以增强公司拖轮业务实力。 

（2）厦门港务现有拖轮的替换更新 

厦门港务全资子公司港务船务共有拖轮 23 艘，其中“厦环拖 1 号”、“厦

港拖 2 号”、“厦港拖 8 号”、“厦港拖 10 号”船龄均达到替换拖轮年限，随

着拖轮使用年限的延长，为了保证拖轮运营的安全性，厦门港务对拖轮的检查与

维修的时间也将相应增长，这将导致拖轮的运营成本提高与运营效率的降低，因

此，为保证公司拖轮服务稳定，减少因维修原因造成拖力紧张影响正常拖轮服务

需求，公司需新增拖力储备，提高公司拖轮装备水平。 

3、购置拖轮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购置拖轮建设周期为 18个月，公司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进行拖轮预订，

并于 2019 年下半年、2020 年上半年分别交付两艘，交付后即可运营。公司管理

层参考 2016 年拖轮作业平均收入水平，合理预计四艘拖轮每年将带来约 5,072.00

万元收入，营业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保险费、燃料费、船舶维修及材料费等，

4 艘拖轮第一年实现税后利润 1,361.08 万元，税后内含报酬率为 11.64%，项目的

经济效益好，抗风险能力较强。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38,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

司财务风险，提高盈利能力，切实保障广大股东权益。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1）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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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大，除自

身利润积累外，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方式为公司的运营

提供资金支持，直接融资比例较低，2015 年末、2016 年末、2017 年末公司合并

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42.95%、56.29%、56.33%，资产负债率逐步上升，较同行

业上市公司相比，厦门港务的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2017 年末，同行业上

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深赤湾 A 17.66 1.31 1.28 

珠海港 47.76 1.12 1.04 

北部湾港 38.56 0.77 0.74 

日照港 41.18 0.55 0.53 

上港集团 45.44 1.32 0.68 

重庆港九 44.18 1.40 1.10 

天津港 42.24 0.91 0.89 

宁波港 36.51 0.76 0.74 

秦港股份 43.47 0.70 0.65 

大连港 43.64 1.14 1.06 

平均值 40.06 1.00 0.87 

厦门港务 56.33 0.64 0.82 

港务发展 2017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56.33%，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40.06%，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为 0.64、0.82，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1.00、

0.87。 

本次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负债水平将有所降低，优化公司

资产结构，有效提供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未来内生式增长提供营运

资金，提升资本实力，从而有利于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2）提升资本实力，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港口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在港口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泊位、航

道、大型设备等进行一次性投资，具有初始投资规模大、运营成本高、投资回收

期长等特点，在现有的宏观经济背景及港口行业的竞争态势下，港口行业企业仅

靠自身的收益积累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港口发展的基本资金需求。因此公司本次通

过股权融资，提升了整体资本实力，为公司未来对主营业务的投入及福建港口业

务资源整合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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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流动资金，增强竞争实力 

港口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公司业务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规模较大，在

港口综合服务业务、贸易业务运营过程中，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且新港口码

头的建设、新业务模式的开发也需要营运资金的支持，因此公司对营运资金有较

大的需求。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能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为公司业务长

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的状况影响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环保政策，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募投项目为拖轮的购置和营运资金的补充，进一步增强了公

司资本实力与综合竞争力，优化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增强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根本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配股将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有效改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

提升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缓解资金压力，确保本次募投

项目能够顺利实施与运营，并为公司后续债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 

五、本次配股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报批事项 

本次配股发行方案经 2017年 8月 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本次配股发行方

案进行修订。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获得厦门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批复》（厦国资产[2017]359 号）。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配股

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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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元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本次配股发行

方案进行修订和更新。 

2018 年 4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配股发行

方案进行修订和更新。 

本次发行已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目前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发行人将择

机向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和

上市事宜，以完成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呈报批准程序。 

六、结论 

公司本次配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战略需求，符

合国家政策发展方向。募集资金到位后，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

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并能有效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助

于促进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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