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原募投项目 

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内蒙古远兴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兴能源”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远

兴能源拟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

查意见如下： 

一、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32 号）核准，公司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要求的特

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610,526,315 股新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4.75 元/股，若公

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决定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数 1,618,891,84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合计转增股本 1,295,113,475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914,005,319 股。本次转

增股本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调整为不超过 1,098,484,848 股及不

低于 2.64 元/股。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05,066,656.72 元，扣除发行费用



30,254,409.9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74,812,246.73 元。 

截至 2016 年 9 月 12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到位，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第 0219000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万元） 

已使用募集资

金（万元） 

1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50

万吨/年合成氨联产 50 万吨/年尿

素、60 万吨/年联碱项目 

488,776.00 187,481.22 0 

2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合  计 558,776.00 257,481.22 70,000.00 

截至目前，公司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 70,000.00 万元募集

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公司“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源化学”）50 万吨/年合成氨

联产 50 万吨/年尿素、60 万吨/年联碱项目”（以下简称“原募投项目”）计划投入募

集资金 187,481.22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未投入该募集资金。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2017年 12月 5日召开了七届九次董事会，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公司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35,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54,228.70 万元（含利息）。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1、原募投项目情况 

原募投项目“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50 万吨/年合成氨联产 50 万吨/年尿

素、60 万吨/年联碱项目”计划投资 488,77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81,776 万元，配套



流动资金 7,000 万元。由博源化学实施，主要产品为 50 万吨/年合成氨、50 万吨/年

大颗粒尿素及 60 万吨/年联碱。项目达产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216,344.08 万元，利

润总额 83,537.00 万元。综合经济分析表明，该项目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 17.64%，

税前投资回收期 7.62 年（含建设期）。 

关于原募投项目的其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第三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原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488,776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87,481.22 万元。原募

投项目已完成备案、环评手续，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截止目前，博源化学以自有

资金投入 9,471.08 万元，主要用于仓库、厂区平整土石方、地基处理强夯、厂区围

墙及大门等项目前期的必要投资。公司未对原募投项目投入任何募集资金。 

博源化学以自有资金投入形成的上述资产，可以用于拟变更的新募投项目“博源

化学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 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 

2、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公司本次拟终止原募投项目“博源化学 50 万吨/年合成氨联产 50 万吨/年尿素、

60 万吨/年联碱项目”。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 187,481.22万元中的 113,191.80万元用途变更为“河南中源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源化学”）40 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和“博源化学粗煤气

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 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以下统称“新募投项目”）。

对于本次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74,289.42 万元，公司将挖掘具有更高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的项目。 

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 万吨

/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68,018.93 33,000.00 



2 
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

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133,653.00 80,191.80 

合  计 201,671.93 113,191.80 

3、本次未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本次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74,289.42 万元，公司将积极挖掘具有更高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的项目，一旦新的投资项目确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审议和披露程序，并尽快实

施新的投资项目，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已经

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一）资金缺口大，项目实施难度大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入 488,776.00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87,481.22 万元。原

募投项目总体投资规模较大，在当前银行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下，项目后续配套融资

难度较大，无法确保及时筹措足额资金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项目可行性已产生较大变化，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近年来，原募投项目可行性受煤炭等原材料、大宗建筑材料及设备价格上涨，

以及尿素市场复苏缓慢、纯碱市场震荡较大等因素影响已产生了很大变化，原募投

项目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三）项目实施周期长，市场不确定性高 

原募投项目建设期为 42 个月，项目周期较长的特性使得其对于市场因素的敏感

性相对较强。如市场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存在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偏低的风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综上，公司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未来可能面临新增产能不能有效消化、募投资

金使用效率低、融资压力大等问题。因此，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拟将

原募投项目变更为“中源化学 40 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博源化学粗煤气和净化

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 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新募投项目总投资少，投资回

收期短，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较好的财务经济效益。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中源化学 40 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中源化学 40 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总投资 68,018.9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 65,018.93 万元，流动资金 3,000.00 万元。公司拟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募集资金

33,000.00 万元。本项目由中源化学实施，实施地点为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化工

专业园区，利用高盐卤水生产 40 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14个月，

包括可研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阶段，投料试车阶段。 

项目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  目 投资金额（万元） 

1 固定资产投资 65,018.93 

1.1 建筑工程费 11,611.43 

1.2 设备购买费 24,052.23 

1.3 安装工程费 10,233.86 



序  号 项  目 投资金额（万元） 

1.4 井建费用 7,284.00 

1.5 基本预备费 4,769.48 

1.6 地下原有管道及电缆改造 1,216.00 

1.7 其他费用 5,851.93 

2 流动资金 3,000.00 

 项目总投资 68,018.93 

截止目前，该项目已取得桐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河南省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确认书》、南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已取得

土地使用权证。该项目已完成主体设备的招标工作，正在进行设计。累计完成投资

2.62 亿元，其中：建安工程 1.14 亿元、设备购置费 1.42 亿元、其他费用 0.06 亿元。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该项目利用中源化学高盐卤水和回收的 CO2 生产小

苏打，将进一步提高天然碱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节约能源，满足国家环保要求，

实现绿色循环生产。 

（2）符合行业发展趋势。下游食品、饲料、螺旋藻等行业预计会保持相对稳定。

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国内垃圾焚烧、脱硫等新兴行业快速发展，同时小苏打下游

日化行业发展较快，带动了小苏打消费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小苏打价格处于相对高

位、平稳运行的态势，该项目具备市场可行性，下游市场前景良好。 

（3）项目具有人才、技术保障。天然碱产业是公司的优势主导产业，拥有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力量雄厚，拥有 17 项国内独创和国际领先的天然碱开采加工

技术；拥有大批天然碱行业专家、优秀管理团队和高素质高技能产业工人，人才队

伍完备。 

本项目技术先进可靠，市场前景看好，建设周期短，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抗风险能力强，该项目具有可行性。 

（4）主要风险和应对措施 

公司已对该项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及可行性分析，受销售及市场、客户业务、



行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实际效益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通过技术进

步降低成本，充分把握市场机遇，积极实施项目相关营销策略，力争较好地实现项

目既定目标。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正常年销售收入 61,181.77 万元（不含税），年利润总额

15,234.03 万元，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 28.06%，税前投资回收期 4.56 年（含建设期）。

按预期投入产出，该项目各年的财务状况较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较强的抗风

险能力。 

（二）博源化学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 万吨/

年乙二醇技改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博源化学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10 万吨/年乙二醇技改项目）总

投资 133,653.00 万元，公司将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募集资金 80,191.80 万元。本项目由

博源化学实施，实施地点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利用公司控股子公

司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富裕的气化、公用工程的能力，再经过适当填平补

齐生产 1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 24 个月。实施计划主要包括：项目

前期工作、设计及采购、施工建设、试车及验收。 

项目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  目 投资金额（万元） 

1 设备购置费 65,588.00 

2 材料购置费 16,505.00 

3 安装工程费 7,158.00 

4 建筑工程费 14,141.00 

5 土地费用 900.00 

6 基本预备费 7,445.00 

7 其他费用 21,916.00 



项目总投资 133,653.00 

截止目前，项目已取得乌审旗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项目备案的通知、鄂尔多斯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尔多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

于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批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协同效应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大实地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并稳定运行后，公司通过对国内的

经济发展环境、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特别是工业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博大实地所

在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拥有突出的优势资源：丰富煤炭等矿产资源、水资源和广阔的

荒漠土地等，且自博大实地一期工程稳定运行以来，项目部分装置能力有一定富裕。

经多次研究论证，拟利用博大实地富裕的气化、公用工程的能力，再经过适当填平

补齐生产 10 万吨/年乙二醇。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并能合理利用现有装置，通过新老项目协同效应的发挥，形成纳林河园区自身特色

的醇氨—尿素联产，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充分的可

行性和建设意义。 

（2）需求日益增长，市场前景广阔 

乙二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石油化工基础有机原料，主要用于生产聚酯纤维、防

冻剂、不饱和聚酯树脂、润滑剂、增塑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炸药、涂料、油

墨等行业，用途十分广泛。由于下游行业尤其是涤纶纤维和包装用 PET 材料的迅速

发展，对乙二醇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虽然我国乙二醇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增长较快，

但由于聚酯等工业的强劲需求，仍不能满足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每年大量进

口，国内市场前景广阔。 

（3）主要风险和因对措施 

我国乙二醇市场目前供需失衡，仍然需要大量进口，国内新增乙二醇装置较多，

预计未来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本项目利用草酸二甲酯法生产乙二醇，并与博大实地

5080 化肥项目现有装置形成醇氨联产，公司将充分利用该技改项目投资少、生产成



本低优势，充分发挥资源和装置的协同效应，不断提升管理水平，通过技术进步、

技术创新，以低成本优势对冲市场竞争的风险。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正常年销售收入 66,348.68 万元（不含税），利润总额 21,426.59

万元，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 19.42%，税前投资回收期 6.54 年（含建设期）。按预期

投入产出，该项目具有较好的财务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市

场环境变化、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公司对

新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新募投项目发展方向仍然围绕公司主业开展，充分利

用公司现有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公司

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原

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 

远兴能源拟取消原募投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50

万吨/年合成氨联产 50 万吨/年尿素、60 万吨/年联碱项目”的募集资金 187,481.22

万元分别用于“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 万吨 /年精品小苏打项目”出资

33,000.00万元及“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出资 80,191.80 万元。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履行相关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海通证券对远兴能源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赛辉 
 

焦 阳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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