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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0,00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1 
南通港吕四港区 LNG 分销转运站气化

外输及其配套工程项目 
71,001.23 60,000.00 

2 
广汇能源 LNG 分销转运站停车场及其

附属工程项目 
4,456.08 3,000.00 

3 股份回购项目 147,000.00 147,000.00 

4 偿还有息负债 - 90,000.00 

合计 - 300,000.00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

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

金少于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发行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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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南通港吕四港区 LNG分销转运站气化外输及其配套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南通港吕四港区广汇能源 LNG 分销转运站 LNG 气化外输及其配套

工程 

总投资额 71,001.23 万元 

项目建设地点 江苏省启东市南通港吕四港区 

实施主体 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属于公司南通港吕四港区 LNG 分销转运站项目的扩建工程，拟在

LNG 分销转运站项目已建及在建基础上新建增压、气化、计量外输功能，将液

化天然气经过气化装置气化后，最终实现通过天然气管道向各燃气用户供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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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公司现有 LNG 分销转运站“液进液出”的业务模式下，新增“液进气出”

销售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天然气终端市场的布局，并有力提升了周转效率。

项目位于江苏省启东市，市场目标定位为“面向苏北、苏中地区，逐步覆盖江苏

全省”。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国内天然气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未来市场仍长期存在较大缺口 

天然气作为优质、高效、洁净的能源，近年来在国家环保政策始终偏紧及国

内“煤改气”转型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国内天然气市场维持长期快速增长态势。

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8 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增长至 2,803 亿 m³，同

比增长 18.1%，2012 年以来国内天然气消费复合增长率达到 14.2%。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但主要

天然气消费指标仍处于相对偏低水平。根据公开数据，2018 年我国人均消费天

然气约 200 m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50%，更不足美国平均水平 8%；根据《2018

年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在 2017 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占比

23.36%，而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占比仅 6.97%。2017 年 7 月，国家发改

委、科技部等多部门提出要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到 2020 年及 2030 年，天然气

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分别力争达到 10%左右及 15%左右。因此，当前

我国天然气消费市场仍存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能源消费结构继续优化和改善，

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发展潜力仍然较大。 

（2）LNG 进口量快速增长，亟需更高效的方式运送至天然气终端市场 

受需求拉动，2018 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天然气进口

国。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8 年我国天然气进口 9,040 万吨，同比增长 31.9%，

高于 2017年的 24.7%；其中LNG进口量 5,378万吨，占比 59.5%，同比增长 41.2%，

管道气进口 520 亿 m³，占比 40.5%，同比增长 20.6%。LNG 进口量快速增长，

已成为重要的天然气贸易调节方式，未来有望持续高速增长。虽然目前通过 LNG

槽车运送液态天然气可以对现有天然气市场形成有效补充，但仍然难以充分满足

城市调峰、燃气发电等天然气市场需求，亟需将 LNG 气化后通过更为高效的管

道方式进行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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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气化外输工程能够有力提升现有 LNG 分销转运站的周转效率 

公司南通港吕四港区 LNG分销转运站项目一期工程已于 2017年 6月投入运

行，二期工程已于 2018 年底投入试运行。目前，公司已建有 1 个 LNG 卸船泊位、

2 座 5 万立方米 LNG 储罐、1 座 16 万立方米 LNG 储罐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整体已达到 115 万吨/年的 LNG 周转能力。第三期工程计划新建 1 座 16 万立方

米 LNG 全包容储罐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该项目整体可达到 300 万吨/年的

LNG 周转能力。目前三期工程已于 2018 年一季度开工建设，预计 2020 年上半

年建成投产。 

上述 LNG 分销转运站项目的主要功能是接收、储存、LNG 装卸车及 BOG

压缩增压外输功能，目前仅供 LNG“液进液出”储存与转运。本项目拟建的 LNG

气化装置及配套设施将实现 LNG 储运的“液进气出”，在现有 LNG 液进液出业

务量的基础上增加液进气出周转量，实现气化天然气通过管网向各燃气公司、电

厂等供气，从而大幅提升公司 LNG 分销转运站的运行周转能力，增加公司收益。

同时，鉴于天然气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较大，通过新增 LNG 气化能力将有利于提

高启东码头及储运装置的运转率，更好的利用天然气产品价格季节性差异为公司

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现有 LNG 分销转运站项目已建

成的码头及储运罐将得到更高效地利用，为公司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可靠保障。 

综上，我国天然气市场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公司本次 LNG 气化外输及其配

套工程项目的实施，将有力的提升现有 LNG 分销转运站的周转效率，有效增加

公司天然气供应量，能够大幅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有利于提升国内天然气供应量，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近年来，我国持续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着力增加非化石能源、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国家相继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天然气、提高

天然气储备能力、完善能源应急体系并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根据《江苏省“十

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各类资本进入我省供气市场，开展输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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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贸易合作，通过管道、车载LNG等运输方式，增加气源供应，扩大市场范

围，活跃供气市场，统筹海上与陆上两类通道，接卸、运输、储备三个环节，以

市场为导向，以江北为重点，科学规划管网布局，加快建设接收基地，不断提升

输储能力，加快实施千万吨级LNG接收站建设工程，到2020年，形成1000万吨以

上海外天然气接收能力”。本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天然气供应量，符

合国家政策导向。 

（2）有利于稳定江苏区域天然气市场供应，具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根据《江苏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2015年江苏省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中，天然气消费量165亿立方米，占能源消费比重为6.6%；到2020年天然气（包

括沿海LNG接收站）供应能力力争达到360亿立方米，天然气消费量达到350亿立

方米左右，占能源消费比重由6.6%提高到12.6%。本项目建成达产后，能够为江

苏省提供气源保障，提高江苏省能源供应可靠性、优化调整江苏省能源结构。本

项目市场目标定位为“面向苏北、苏中地区，逐步覆盖江苏全省”，项目建成投

产后，公司新增“液进气出”销售形态，将能更好地实现稳定江苏区域终端市场

供应、地方城市应急调峰等功能，具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3）充分利用公司现有LNG工艺技术，积极投入江苏省天然气管道建设 

公司LNG分销转运站项目目前已建成投运及在建部分主要面向中、小城市和

位于城市周边的工业用户。本项目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气化装置及配套设施，增加

公司产品在天然气输送管网覆盖地区的高峰调节用气功能，大幅增加了覆盖用户

规模，有利于提高启东码头及LNG储罐的周转率。公司LNG相关的生产设备和

工艺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将为未来LNG业务生产效率的提升发挥重要的促进

作用。 

同时，公司已积极投入到江苏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与市场布局中，目前已开

始参与启通天然气管道的合资建设，线路全长160公里（主线95公里，支线65公

里），设计输量定位40亿方/年。除接收启东LNG分销转运站天然气资源并与中石

油西气东输管道连通外，还将与江苏省重点推动的沿海管道相连接，届时可通过

沿海管道、启通天然气管道向苏南市场供气，并与中石油南通分输站进行互联。

启通天然气管道建成后，极大保障了公司天然气外输通道，进一步提高公司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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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转运站天然气储气调峰能力与周转效率。 

4、项目实施主体及建设期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预

计建设期 1 年。 

5、项目投资概算及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71,001.23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60,000.00 万元，

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8.89%。 

（二）广汇能源 LNG 分销转运站停车场及其附属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广汇能源 LNG 分销转运站停车场及其附属工程 

总投资额 4,456.08 万元 

项目建设地点 江苏省启东市南通港吕四港区 

实施主体 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属于 LNG 分销转运站项目的辅助项目，主要为现有 LNG 分销转运

站提供物流运输综合服务。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LNG 分销转运站对于物流运输综合服务质量需求不断提升 

随着公司 LNG 分销转运站二期储罐建成投运，LNG 分销转运站的周转能力

将大幅提升，公司 LNG 装卸需求也随之快速增加。随着运输车辆的增加，公司

对物流运输综合服务质量的需求不断提升。为保障公司 LNG 分销转运站高效运

营，公司需要配备 LNG 运输物流车辆的专业停放场地、提供专业性及规模性的

LNG 槽车维修点、提供加气服务、为司乘人员提供食宿及休息等后勤服务。本

项目建成后，可及时为公司新增 LNG 周转能力提供配套的高质量物流运输综合

服务，有利于规范物流运输车辆管理、加快运输效率，最大化提升 LNG 分销转

运站的运输能力与周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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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车辆管理，提高物流运输安全，保障 LNG 分销转运站持续发展 

LNG 槽车属于危险品运输车，在运输、停放及装卸过程中对安全保障要求

非常高，如不能提供足够的停放场地及配套的维修服务，容易造成槽车积压，威

胁道路运输安全，从而引发安全事故。本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规范 LNG 运输物

流车辆停放，降低安全事故风险，有利于保障 LNG 分销转运站长期可持续发展。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项目作为LNG分销转运站的重要辅助设施，符合启东市政府关于危险品运

输车停放、安全检查、检验维修及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安全要求，随着江苏省各地

对LNG产品需求的不断提高，本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公司车辆存放、LNG装

卸及运输能力与需求相匹配，具备政策及市场可行性。 

4、项目实施主体及建设期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预

计建设期 1 年。 

5、项目投资概算及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4,456.08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000.00 万元，项

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9%。 

（三）股份回购项目 

1、项目概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公司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本回购股份项目，总投资金额不超过 147,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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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公司自上市以来，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 2012 年成功转型至能

源公众公司后，致力于发展能源主业。目前，公司已形成以煤炭、LNG、醇醚、

煤焦油、石油为核心产品，以能源物流为支撑的天然气液化、煤炭开采、煤化工

转换、油气勘探开发四大业务板块，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煤、气、油三种资

源的民营企业。依托充足的、低成本、高质量的能源资源储备优势以及能源全产

业链供应优势，公司整体经营能力与管理水平大幅提升，近年来业绩逐渐释放。

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1.94 亿元、81.38 亿元和 129.05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2.04 亿元 6.54 亿元和 17.44 亿元，营业

收入稳步增长，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近期受外部市场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股价出现一定的波动，二级市场估值

已不能正确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收盘，公司同行业上

市公司市盈率平均值（TTM）为 30.18 倍，中值为 21.61 倍，而广汇能源市盈率

（TTM）为 14.33 倍。公司市盈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与公司市场行业地

位不符，较低的估值水平将对公司的融资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造

成一定程度的制约，进而对公司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为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经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和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

公司拟回购公司股份。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次回购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70 亿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资产为 483.3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51.61 亿元。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的上限为人民币 14.70 亿元，按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占

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3.04%、9.70%。本次

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4、回购方案概述 

（1）回购股份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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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股份用途为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以及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予以办理。 

（2）回购股份实施时间安排 

作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未来公司董事会将综合

考虑公司股票市场价格走势、公司货币资金情况、经营情况、发展战略及资本市

场情况等因素，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是否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

前适时推出具体的股份回购方案。  

（3）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和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将结合股票市场宏观走势、公司股票价格、

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因素，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适时推出回购

股份具体方案、确定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回购股份价格区间将参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来最终确定，若关于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所修改，公司将从其规定执行。  

本次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回购股份的价格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

无必然联系，如未来由于公司股票价格高于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股份实施完毕

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仍有剩余，公司对于剩余募集资金的处置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执行。  

5、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7,000万元，拟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147,000万元，回购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若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回购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对先行投入回购的资金，将在公司

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若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到位后，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回购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

募集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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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广汇能源。 

（四）偿还有息负债 

1、项目概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偿还有息负债。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优化债务结构，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公司的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成。截至 2018 年末，公

司合并报表口径的流动负债 174.90 亿元，负债总额 310.52 亿元，流动负债占负

债总额比重为 56.33%；截至 2018 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4.24%，处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中相对较高水平。在完成本次发行、利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有息负债

后，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本次募集资金中 9.00 亿元

用于偿还有息负债进行测算，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将下降至约 50%，有利

于控制总体负债规模，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以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得以增强。 

（2）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公司近年来年均需支付大额利息费用支出，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负担。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54,343.91 万元、100,483.83

万元、105,447.34 万元。本次可转债发行是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募集

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同时，可转债后续的转股

预期将对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降低短期财务风险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有息负债，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需

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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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回购股份。目前公司市盈率远低于同行业平均

水平，与公司市场行业地位不符，较低的估值水平将对公司的融资能力、市场开

拓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进而对公司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推进公司市场价值向

内在价值的回归，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交易活跃程度，更好的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

其中，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可以向市场传递正面信息，将提振投资者信心，稳定公

司股价，促进股价与公司价值相匹配，维护投资者利益，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LNG 分销转运站气化外输及停车场项目作为 LNG 分销转运站的配套项目，其稳

步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 LNG 产业链布局，发掘 LNG 板块盈利潜能，为公司

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盈利能力；利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有息

负债，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从而提高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发行是公司拓宽业务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

募集资金到位后，可能短期内会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

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随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后，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将得到强有

力的支撑，长期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增强，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  

本次项目实施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符合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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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具有良好的可行性。通过本次发行，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大幅提高，

公司战略得以有效实施，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行业优势进一步加强，从长远角

度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是公司维护股票

内在价值、增强资金运营实力、拓宽业务领域的重要举措。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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