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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8-041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禾实业”、“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投项目之一“年产400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

拟将公司年产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产能提升至年产3500吨，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万元及利息收入，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预计建设周期为12个月，实

施地点位于公司年产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车间内。 

根据《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的内容：拟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应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待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1、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91号核准，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日

公开发行了 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余额为 59,003 万元，上述资

金已于 2017年 11月 7日汇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审并出具了会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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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42号验资报告。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品种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实施主体 

1 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 吡啶盐 26,527.49 20,000.00 金禾实业 

2 年产 1,500 吨三氯蔗糖项目 三氯蔗糖 46,220.20 40,000.00 金禾实业 

合计  72,747.69 60,000.00  

上述项目中，为使公司的募投项目及早产生效益，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前，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对年产 1500 吨三氯蔗糖项目进行了建设。截

至 2017年 10月 31日，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 40,323.90 万元建设年产 1500

吨三氯蔗糖项目。该投入金额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专

字[2017]5332 号《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鉴证。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预先投入的自有资金 39,003.00万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2017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0 元，2017 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9,003.00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 20,000.00万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64.22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结存金额合计为 20,064.22万元。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1,418,165.35 元。 

2、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上述募投项目中，拟将“年产 400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氯蔗糖技改扩

建项目”，将公司年产 1500 吨三氯蔗糖项目产能提升至年产 3500 吨，使用原募

投项目金额人民币 20,000万元及利息全部投入“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不足

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为 33.90%，

公司年产 400吨吡啶盐项目处于项目建设前期准备过程中，尚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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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部分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待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目前已在滁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备案

项目代码：2018-341122-26-03-008546。尚需向城乡规划、环保等有关部门履行

相应的报批或备案程序。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400吨吡啶盐项目。 

实施主体：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备案：经滁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备案，备案号为：滁发改备案【2015】

121号。 

项目概况：主要从事吡啶盐产品的生产，项目计划总投资 26,527.49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 23,339.34 万元，流动资金支出 3,128.15 万元，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9,782.71 万元，实现

净利润 4,941.99万元。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建设前期准备过程中。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1、募投项目产品吡啶盐的主要原材料甲基麦芽酚产品价格以及建筑材料、

设施设备的价格目前处于高位状态，与 2016 年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的

市场价格有较大的差异。虽然吡啶盐产品价格也有所上涨，但根据公司进一步测

算，“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建设以及投产后，可能会超过公司原有预算，同

时达不到公司预期效益，失去目前市场机遇，为保持公司市场竞争地位，适应市

场环境的变化，提升公司业绩，公司拟将“年产 400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

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在原年产 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的基础上，通过技改扩建

的方式，将产能提升至年产 3500 吨。 

同时，公司正在对吡啶盐生产工艺进行改进，期望进一步提高产品转化率和

生产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待各项工艺参数和经济指标达到公司期望后，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的建设。 

2、三氯蔗糖作为新一代甜味剂，同时具备甜度高、口味纯正、安全性相对

较高以及热量低，不会引起血糖波动等诸多优点，代表着未来甜味剂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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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公司 2017 年 3月底建成年产 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目前已

处于满产状态，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公司针对市场发生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

提升产品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同时，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尽早实现

募集资金效益，拟将“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

提升三氯蔗糖产品产能，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对三氯蔗糖产品生产发展

的需要。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 

实施主体：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主要从事三氯蔗糖生产，通过技改扩建将公司年产 1500 吨三氯

蔗糖项目产能提升至年产 3500 吨。 

本项目建设期预测为 12个月。 

项目总投资 27,569.8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合计 21,022.90 万元（包括设备

购置费 14,364.76万元，安装工程费 3,416.19万元，建筑工程费 3,241.95万元），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956.54万元，预备费 3,307.87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282.49

万元。 

实施地点位于公司年产 1500 吨三氯蔗糖项目车间内。 

项目资金来源：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

准），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落实产业发展政策，符合行业发展方向。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食品添加剂行业的发展，提出了众多产业支持政策。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 年本）》、《食品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和《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等政策，三氯蔗糖是新型食品添加剂，是

国家鼓励开发的产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三氯蔗糖等精细化化工具有附加值

高、用途广、产业关联度大，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诸多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

各个领域。大力发展精细化工己成为世界各国调整化学工业结构、提升化学工业

产业规模和扩大经济效益的战略重点，符合行业发展方向。 

2、满足市场变化的需求，抢抓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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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消费意识的转变，人们对人工合成低热值、高甜度甜味剂

的需求正在不断地增加，更为安全、卫生、品质上乘、风味自然的产品势必取代

老一代的产品。三氯蔗糖具有与蔗糖风味相似、安全性能高、保健性能强的特点，

顺应了国内国际消费市场的需求，市场潜力广阔。目前，三氯蔗糖产品主要生产

厂家公司因环保或产能规模等因素还不能满足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公司年产

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 2017年 3月投产，目前已处于满产状态，产品市场需求旺

盛，公司将抓住市场契机，利用公司研发优势提升产品产能，在行业内抢得先机。 

3、满足消费者功能性代糖食品消费升级需求。 

由于糖精、甜味素等传统甜味剂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安全性较好的新一代

甜味剂受到消费者的重视，无热量、不参与新陈代谢的功能性代糖食品市场需求

越来越强烈，以安赛蜜和三氯蔗糖为代表的健康功能性甜味剂在饮料食品中应用

会更加广泛，随着本项目的实施，公司产品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升级需求。 

4、项目建设自身优势明显。 

公司实施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渠道优势。

近年来，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食品添加剂产品的研发与拓展，2014 年公司

研发的第五代甜味剂三氯蔗糖全套生产流程及系统试产成功，2015 年公司完成

了年产 500吨三氯蔗糖项目的建设，2017年 3月年产 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建成

投产，三氯蔗糖项目生产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同时，公司已经有成熟的

精细化工和基础化工产品，能通过循环经济有效降低产品成本，在项目实施上具

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并且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甜味剂—安赛蜜生产厂家，已和下

游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渠道优势突出。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依据谨慎性原则，经测算，项目建成并完全投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38,928.00万元，达产年实现销售收入 40,131.90万元，年均税后利润为 8,668.00

万元，内部收益率为 35.08%（税后），投资回收期 4.03 年（税后，含建设期）。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和对三氯蔗糖产品产能的规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募集资金尽

早生产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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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同意将上述事项在通过

公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公司自身优势，提升公司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

和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本次将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

同意将上述事项在通过公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林证券认为： 

金禾实业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对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无异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事项无异议。 

五、新募投项目风险提示 

（一）募投项目未能顺利实施，未达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拟将原“年产 400吨吡啶盐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及其

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变更投入“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建设投资，

是公司结合当前市场状况有针对性作出的产品结构调整，尽管本次变更后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仍属于公司的核心业务（精细化工业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

行性分析是依据谨慎性原则，基于当前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做出的，

但如果项目具体建设过程中遇到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将可能导致本次募投项目不

能顺利实施或者如期完成。如果市场环境变化或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发生，有可

能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达不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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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产能未能及时消化风险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新增年产 2000吨三氯蔗糖。

虽然公司已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如果未来

市场需求、产品技术方向、消费者喜好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发生环保不达标、突

发安全事故等，公司若不能及时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有效拓展产品海内外销售渠

道，或不能有效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则可能存在市场开拓不充分或者限产停产导

致不能完全消化新增产能的风险。 

（三）募投项目无法或不能及时完成项目审批、备案的风险 

目前，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仍处于建

设前期准备阶段，截至本公告日，业经滁州市经信委备案登记【项目代码：

2018-341122-26-03-008546】，尚需向城乡规划、环保等有关部门履行相应的报

批或备案程序，存在无法或不能及时完成项目审批、备案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

立意见。 

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5、《公司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6、滁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登记信息单》。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