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

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7,377.58万元（含

27,377.5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本次募集资金投

入 

1 年产2400吨多功能、高性能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项目 38,743.38 27,377.58 

合计 38,743.38 27,377.5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如果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果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对部分

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的，对先行投入部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对符合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相关要求的部分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的背景 

1、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应用日益广泛，市场需求不断增长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又称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是继碳纤维、芳纶纤维之

后出现的世界第三大高性能纤维材料。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是高性能纤维材料中

比强度和比模量最高的纤维。其相对分子质量较大，分子量通常大于100万，强



 

度高、韧性好，在耐磨性、耐疲劳性、耐氧化性、耐腐蚀性、耐冲击性、耐低温

性等方面表现优异。 

凭借优异的产品特性，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可广泛应用于军工国防、航空航

天等军用领域，以及海洋产业、安全防护、体育器械、医疗卫生、建筑加固等民

用领域。目前欧美、日本、中国是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主要生产与消费地区，

三个地区在应用结构上有所差异。如欧美地区，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主要应用

是防弹衣、武器装备及绳缆，占总需求量的比例在80%以上；日本地区高强高模

聚乙烯纤维的主要应用是绳缆、渔网及安全防护领域，特别是防切割手套，在汽

车生产涂漆工序的使用已达到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总需求量的25%；中国地区高

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主要应用是军工国防、海洋产业及安全防护领域，占总需求

量的比例在80%左右。 

随着工艺技术的创新，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应用领域日益广泛，其市场需

求不断增长。军用领域方面，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各

国加大对军工国防、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投入，使得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在军用领

域的需求持续增长；民用领域方面，除已形成规模的缆绳、手套等应用领域，高

强高模聚乙烯纤维还逐步进入如服装、家用纺织等新的领域，整个民用领域市场

的需求正在稳步增长。 

2、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是我国化纤行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化纤工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是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重

要支柱产业, 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化纤工业

保持快速发展，化纤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目前我国传统化纤产品的生产技

术已居世界先进水平，但行业产能存在结构性过剩，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

品相对较少，行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新型科技的出现，对化纤

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化纤行业的国际产业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欧美及日本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退出了传统化纤的生产，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化纤产品领

域有了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凭借低成本和国际贸易优惠，其

传统化纤的生产能力得到不断的提升。面对当前化纤行业新的国际竞争形势，我

国化纤行业亟需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从而推动行业发展模式由“成



 

本、规模”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变。 

高性能纤维是未来我国化纤行业的重要发展领域。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作为

第三大高性能纤维材料，将是我国化纤行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3、产业政策的支持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作为我国化纤行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为推动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产业化，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和

生产能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给予重点鼓励和支持，为行业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产业政策 相关内容 

1 
2017年

1月 

《新材料产业发

展指南》 

突破高强高模碳纤维产业化技术、高性能芳纶工程化

技术，开展大型复合材料结构件研究及应用测试；突

破超高分子量聚合物材料体系中热传导、界面链缠及

性能调控技术，开发增材制造专用光敏树脂、工程塑

料粉末与丝材 

2 
2016年

12 月 

《“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 

面向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力电子、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发展需求，扩大高强轻合金、高性能纤维、特种

合金、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新型显

示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绿色印刷材料等规模化应用

范围，逐步进入全球高端制造业采购体系 

3 
2016年

12 月 

《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十三五”发

展指导意见》 

协同上下游产业链共同拓展高性能纤维、生物基纤

维、产业用专用纤维，以及石墨烯、碳纳米管等功能

新材料的应用，大力开发产业用纺织品新品种，提高

产品性能，拓展应用新领域 

4 
2016年

12 月 

《化纤工业“十三

五”发展指导意

见》 

“十三五”期间，化纤工业继续保持稳步健康增长，

化纤差别化率每年提高 1个百分点，高性能纤维、生

物基化学纤维有效产能进一步扩大； 

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高性能纤维

以及生物基化学纤维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5 
2016年

12 月 

《浙江省新材料

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 

重点发展高性能玻璃纤维、碳纤维和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纤维，积极开发复合材料低成本规模化制造技术，

拓展其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打造“高性能纤维——复

合材料——轻量化装备”产业链 

6 
2016年

10 月 

《石化和化学工

业发展规划

重点发展高强和高模碳纤维、对位芳纶、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维、聚苯硫醚纤维、聚酰亚胺纤维、聚对苯



 

（2016-2020年）》 二甲酸丙二醇酯纤维等高端产品 

7 
2016年

9月 

纺织工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 

推进碳纤维、芳纶、聚酰亚胺纤维品种开发及应用。

加强低蠕变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连续玄武岩纤

维、聚甲醛、高性能聚四氟乙烯纤维等产业化及应用 

8 
2013年

2月 

《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中“第一类鼓励类”之“二十、纺织”

之“4. 有机和无机高性能纤维及制品的开发与生产”

的项目 

9 
2011年

10 月 

《当前优先发展

的高技术产业化

重点领域指南

（2011 年度）》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属于《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

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中“四、新材料”

之“49、特种纤维材料”的项目 

（二）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年产2400吨多功能、高性能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项目 

2、建设地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 

3、建设单位：浙江金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4、建设单位注册地址：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大普路高沙墩 

5、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张间芳 

6、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新建高强高

模聚乙烯纤维的生产基地，包括新建厂房、配套设施及购置生产设备等。本项目

土地约50亩，达产时预计实现年产2,400吨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实现营业收入

3.06亿元。 

（三）项目投资额及效益分析 

项目总投资额为38,743.38万元，其中土地购置成本1,288.14万元，占比

3.32%；建设投资7,880.95万元，占比20.34%；设备投资24,570.50万元，占比

63.42%；预备费1,622.57万元，占比4.19%；铺底流动资金为3,381.22万元，占

比8.73%。经估算，项目正常年营业收入30,640.00万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达

到19.75%，税后财务净现值（折现率为12%）为14,768.43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为7.03年。 

（四）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项目已于2018年3月21日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完成备案，于



 

2018年4月2日取得绍兴市上虞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浙江金昊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年

产2400吨多功能、高性能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批意见》（虞

环审（2018）54号）批复同意。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公司自身的纤维原料生产能力，满足特种纤维类

手套的生产需求 

公司主要产品为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按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的不同，功能性

手套可进一步细分为特种纤维类、普通纤维涂层类和其他材料类手套。公司功能

性手套收入主要来源于特种纤维类和普通纤维涂层类手套。其中，特种纤维类手

套主要采用高性能聚乙烯（HPPE）、芳纶纤维等高性能纤维为原材料，是具有抗

切割、防撕裂等功能的高性能、高附加值劳动防护手套，也是未来公司产品的重

点发展方向。 

近年来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尤其是特种纤维类手套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

以及下游客户对特种纤维类手套的性能、功能等方面的升级需求，对高强高模聚

乙烯纤维等高性能纤维的原料供应及其品质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特种纤维类手套主要通过外购高性能纤维原材料进行生产。目前，国内

市场的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高端产品主要以进口为主，采

购成本较高。本项目将生产超高抗切割纤维、超高强度防弹纤维、超细旦纤维、

常规抗切割纤维等纤维原料，项目实施后，一方面能够为公司生产超高抗切割等

特种纤维类手套提供充分的原料供应保障，以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提升自身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原料生产能力，可以有效降低原材料采购成

本，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2、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抢抓市场机遇，满足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广泛的

市场需求 

作为世界三大高性能纤维之一，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是比强度和比模量最高

的高性能纤维，具有低纤维密度、低断裂伸长率及优良的抗冲击性、抗切割性、

高耐磨性、耐化学腐蚀性等优点。如比强度方面，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是优质钢



 

材的15倍、碳纤维的2.6倍、芳纶的1.7倍、玻璃纤维和尼龙66的4倍；抗冲击能

力方面，相同条件下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复合材料的冲击吸收能量分别是碳纤维、

芳纶的1.8倍和2.6倍。 

由于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具有良好的性能，其被广泛应用于军工国防、航空

航天、海洋产业、安全防护、体育器械、医疗卫生、建筑加固等领域，全球高强

高模聚乙烯纤维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根据广证恒生2016年4月的研究数据，

全球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市场总需求量为5万吨/年左右，但全球年产量仅2万吨/

年左右，供给缺口巨大。 

在国内市场，作为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之一，近年来我国高强高模

聚乙烯纤维的需求量保持持续较快增长，主要来源于军工国防、海洋产业和安全

防护等领域。根据广证恒生2016年4月的研究数据，目前我国高强高模聚乙烯纤

维的需求量为2万吨/年左右，预计2020年将达到5万吨/年左右，市场潜力巨大。 

本项目的实施将形成年产2,400吨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生产线，在满足公

司特种纤维类手套的原料需求后，余下的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将对外出售，这有

助于公司抢抓市场机遇，满足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广泛的市场需求，从而丰富公

司的产品结构，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3、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保持核心优势的重要保障，劳动防护手套行业的市场竞争较

为激烈，劳动防护手套生产企业需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的变化，不断对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进行研究开发，以提升企业自身技术研发水平，进而能

够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劳动防护手套，成为行业内的优势企业。 

长期以来，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高端产品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供应被荷兰DSM

公司、美国Honeywell公司、日本东洋纺公司三家企业垄断，我国高强高模聚乙

烯纤维的开发研究及产业化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我

国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生产技术以传统的湿法路线工艺为主，产品属于中低端

产品，与国外主要生产商的技术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本项目通过引进溶胀釜、双螺杆挤出机、纺丝箱体等先进生产设备，拟采用

干法路线工艺并对公司现有的湿法路线工艺进行升级，以生产性能更高的超高抗



 

切割纤维、超高强度防弹纤维、超细旦纤维、常规抗切割纤维等产品。项目的实

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的市场需求巨大 

为了保证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中的安全与健康，世界各国都在建立、健全劳动

防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必须提供、员工必须配戴劳动防护手套，并要求

安全生产有关部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由于劳动防护手套本身是工作中的

必需品，需求具有刚性，同时劳动防护手套属于易耗品，更换频率较高，因此市

场容量巨大。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统计数据，功能性劳

动防护手套全球进口额合计从2000年的8.69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31.46亿美元，

累计涨幅达262.28%。 

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已成为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特种纤维类手套

作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是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

也是未来公司产品的重点发展方向。特种纤维类手套市场需求的增长将将直接带

动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用量的增加，为本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2、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市场潜力巨大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具有低纤维密度、低断裂伸长率、优良的抗冲击性、抗

切割性、高耐磨性、耐化学腐蚀性等优点，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高

新技术材料之一。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可广泛应用于军工国防、航空航天等军用

领域，以及海洋产业、安全防护、体育器械、医疗卫生、建筑加固等民用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属于稀缺物资，目前市场的供给缺口较

大。尽管近年来全球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产量增长较快，但随着技术工艺的不

断提升，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如近年来防弹材料、特

种绳索及远洋渔网、体育用品等领域对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需求不断增加，使

得全球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市场长期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本项目生产的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在满足公司特种纤维类手套的原料需求

后，余下的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将对外出售。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巨大的市场

潜力为本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3、公司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群体及众多长期合作的经销商 



 

公司具备全针数、多种胶料涂层的品类齐全优势。针对各行业对防护功能和

等级的不同要求，公司先后研制推出四大类、三十多个系列、百余种产品，是目

前国内同行业企业中产品品类规格最为齐全的生产厂商之一，基本上能够满足客

户在无缝针织手套及其深加工手套上的多样化需求，为客户提供劳动防护手套一

站式采购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群体及众多长期合作

的经销商，公司主要客户为新亚公司、UVEX、Bunzl、固安捷、RITZ、West Chester

等境内外知名经销商，其中通过新亚公司将产品销售于美国MCR Safety、加拿大

BBH、德国Feldmann、波兰Raw-Pol、澳大利亚Paramount Safety等全球知名品牌

商。在常年的业务合作中，公司与境内外经销商、品牌商客户建立了互利共赢的

合作伙伴关系，这为本项目实现预期收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4、公司现有的技术水平及管理能力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全球主要市场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市场的重要供应商，公司围绕“产品

不断创新、质量不断提升、交期不断优化、性价比不断提高，服务不断完善”的

“五位一体”的经营策略，坚持“产品多样化、客户多元化、市场多元化”的经

营方针，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积累，在新产品研发、基础工艺技术体系、精细化管

理、差异化经营等方面已具备了明显了竞争优势。公司现有的技术水平及管理能

力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技术水平方面，作为全球主要市场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的重要供应商，公司

坚持“积极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发展战略，通过对

无缝针织手套技术和浸胶技术、工艺的深度开发、应用和长期积累，逐步拥有了

独立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快速高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在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的研

发方面，公司子公司浙江金昊新材料有限公司自2008年开始即从事高强高模聚乙

烯纤维等高性能纤维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在高性能纤维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研发

经验和技术储备。截至本公告日，发行人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共

9项，实用新型专利共56项。先进的技术水平保证了公司产品的先进性和质量的

可靠性，也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管理能力方面，公司多年来专注于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已经积累了一套丰富且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目前公司内控制度较为完善，

研发、采购、生产及销售都有其相匹配的流程制度。公司管理人员稳定，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公司管理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这为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管理基础。 

四、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现有主业

紧密相关，上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公

司生产规模，提高盈利水平；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投产

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将大幅

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转股

后）将进一步增加，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

抗风险能力。 

五、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次发行可转债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

展提供保障。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