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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广东宏川

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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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67,000.00

万元（含 67,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

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项目已投入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1 港丰石化仓储项目 74,897.70  18,067.03  56,800.00 

2 7#泊位工程 33,411.69  26,256.82  7,100.00 

3 偿还银行借款 - - 3,100.00 

合计 108,309.39 44,323.84 67,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求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在上述募投项目范围

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对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

投资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一）项目的背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内，泉州市是福建省乃至国

家重点港口城市，是国家规划的九大炼油基地之一，亦是目前福建最大成品油出

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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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省湄洲湾石化基地发展规划（修编）（2011-2020）》中的湄洲湾

各石油化工区的石化产业规划和布局，湄洲湾石化基地按照一体化发展和基地化

布局要求，推进产业合理分工、有机协作，形成“一湾三区”的总体布局架构。 

“一湾”即湄洲湾。通过石化基地的建设，带动整个环湄洲湾区域各个产业

的协同发展，促进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形成，为做大做强石化主导产业

提供有力支撑。“三区”即泉港石化工业区、泉惠石化工业区、莆田枫亭石化工

业区，分别位于泉港区、惠安县和仙游县境内。三个园区的产业将本着差别化发

展的原则进行规划布局，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滚动发展，使各园区之间形

成一定的物料互供和协作关系，湄洲湾石化基地及周边区域形成产品门类齐全的

石化产业体系。 

同时，根据《福建省湄洲湾石化基地发展规划（修编）（2011-2020）》中提

出的湄洲湾各石化工业区的总体布局、发展目标、“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思路，

至“十三五”末，湄洲湾石化基地将建成一大批大型、重点项目。项目的建设、

投产，需要大量的液体化工原料供应和产品的储存。按照整体规划，仓储物流企

业应建设液体化工品仓储库区与石化生产项目相互配套，实现物流企业与生产企

业之间的原料供应与产品储存得互协作关系。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顺应了湄洲湾石化基地各个石化工业园区发展规划的需要。 

（二）项目的必要性 

1、石化物流行业发展的需求 

石化产业是我国基础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

是石化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众多大宗石化产品产量及销量逐年上升的背景下，

石化产业产业链也随之不断扩展和深化。石化产业的发展带动石化物流行业的进

步，石化物流行业也为石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和推动力。 

2、符合化工物流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将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

经营成为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石化工业参与国际

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量的液体化工品进口将是中国石化

工业发展的长期趋势，并将保持增长势头，液体化工品进口的发展，将导致对化

工物流服务和设施需求的不断成长。这将为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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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应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目前，我国液体化学品市场基本与国际接轨，市场主体相对分散。同时，我

国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液体化学品需求旺盛，市场发展前

景较好，国外跨国公司对我国相关市场的抢滩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快，尤其是在华

东及华南地区市场争夺将更加激烈。随着对外市场不断开放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我国对液体化学品仓储业的规模要求亦将逐渐提高，因此应尽快抓住时机进行工

程扩建，提高仓储能力，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4、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将公司业务拓展至福建省，公司的业务布局更为

合理。本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公司三江港储、太仓阳鸿、南通阳鸿、泉

州港丰四大库区不仅满足所属地域内石化企业仓储、物流的需求，而且公司华东、

华南地区的罐容总量大幅提升，在液体化学品仓储、物流行业更具影响力，从而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物流链管理服务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新增储罐 77座，新增罐容总量 38.83万立方米。在项目投产后，泉州港丰将

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可行性 

1、国家政策扶持 

作为服务于石化产业的配套行业，石化物流行业为石化产业平稳发展提供了

物流基础。石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的支柱产

业之一，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石化物流行业发展。同时，石化物流业

是物流行业的子行业之一，物流行业属于国家大力鼓励发展的行业，国家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物流的发展，石化物流行业也将因此受到相应支持。 

2、“一带一路”战略推动石化物流业的发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

洲和西南沿海 5个港口群体将重点推进物流运输通道的建设，发展完善的物流网

络，丰富物流业务所涉及的产品范围，并构建物流园区甚至物流中心，以抓住战

略发展带来的政策红利，契合了石化物流行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各港口群具有明

确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同时各大区域沿海港口群将通过各自区域内、外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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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航道以及航空、油气管道等多种方式，形成全国性的运输系统网络，有力

地推动石化物流行业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 

3、区位优势和完善的周边下游配套产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市作为我国鞋业、服装、树

脂、玩具等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拥有各种织机 1万多台、鞋厂 3,000多家、树

脂企业 1,000多家、染整企业 80 多家，年均石化工业总产值及石化原材料需求

占全省需求总量的比重超过 40%。本项目地处国家级湄洲湾石化基地中心，周边

有泉港石化基地和泉惠石化基地，比邻联合石化炼油厂和中化泉州炼油厂。石化

产品需求和炼化企业的带动为本募投项目提供了有利支持。 

四、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一）港丰石化仓储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斗尾经济区，北邻中化仓储物流、南面是陆

岛交通码头、东面是湄洲湾港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 7#泊位 3万吨级码头、西面

接公路。项目占地面积约 292.68亩，建设总罐容 38.83万立方米的 77座储罐及

有关配套设施。 

2、项目产能 

本项目拟建设 77座总罐容 38.83 万立方米的储罐及其配套设施。 

3、项目投资概算及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74,897.70 万元，包含建筑工程费 16,531.35 万元、设

备购置费 7,047.59万元、安装工程费 32,855.54万元、填海造地及征地费

7,740.00 万元，预备费等其他费用 7,708.03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3,015.13

万元。本项目已投入 18,067.03 万元，拟募集资金投入 56,800.00 万元。项目实

施主体为福建港丰能源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 2年，达产期 1年。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12年 7月 9 日取得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

《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编号：闽发改备[2012]C08038 号）。2019年 3



 

5 

月 29日，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说明》，本项目已于 2014年

开始填海工程，项目已在备案期内动工建设，备案文件有效。2013年 1月 3日，

惠安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湄洲湾港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港丰石化仓储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意见（惠环评[2013]6号）。 

（二）7#泊位工程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湄洲湾斗尾港区。斗尾港区位于湄洲湾湾内南岸，本项目

工程位于青兰山北侧，面向黄干岛，与在建的中化 4个泊位相邻。本项目是港丰

石化仓储项目水域配套装卸码头。本项目拟建设一座 3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泉

州斗尾作业区 7#泊位）。 

2、项目产能 

本项目拟建设一座 3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一座引桥及配套设施。码头泊位

岸线长 320m，码头年设计吞吐量 157.5万吨，可同时兼靠 1艘 3000吨级和 1艘

5000吨级船舶。 

3、项目投资概算及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33,411.69 万元，包含建筑工程费 12,369.40 万元、设

备购置费 870.64万元、安装工程费 1,698.504万元、填海造地费 12,800.00万

元、预备费等其他费用 5,403.36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 269.79 万元。本项目已

投入 26,256.82 万元，拟募集资金投入 7,100.00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福建港

丰能源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 2年，达产期 1年。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12年 6月 20 日取得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泉州斗尾

作业区 7号泊位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闽发改网交通[2012]59 号）。2012年 6

月 6日，福建省环保厅出具的《关于批复湄洲湾港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 7#泊位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闽环保评[2012]68号） 

（三）经济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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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港丰石化仓储项目”和“7#泊位工程”为相互配套

项目。按照公司的经营模式，公司的营业收入来源于仓储综合服务费，泊位装载

不单独计费。为便于分析募集资金经济效益，公司董事会聘请了独立第三方机构，

将上述两个项目合并计算经济效益。上述两个项目投资总额为 108,309.39万元，

投资回收期为 10.38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为 8.1%。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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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可转债前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为港丰石化仓储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

公司将新增罐容总量 38.83万立方米，有效扩大公司服务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

有率和市场竞争地位，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同时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

公司产品及生产布局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公司进一步开拓

东南沿海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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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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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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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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