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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下列词语表示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中钨高新 
指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株硬公司 指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株钻公司 指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硬质合金 指 

由难熔金属的硬质化合物和粘结金属通过粉末冶金

工艺制成的一种合金材料，具有很高的硬度、强

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PCB 指 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 

PVD 指 物理气相沉积 

 

注：本报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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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52,893.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实施主体 

1 

2,000 吨/年高端硬质

合金棒型材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41,486.56 33,249.00 株硬公司 

2 
硬质合金产品提质扩

能建设项目 
14,015.00 14,015.00 株硬公司 

3 
精密工具产业园建设

项目 
97,749.96 80,629.00 株钻公司 

4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中钨高新 

合计 178,251.52 152,893.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和轻重缓急

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小于上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资

金缺口由公司以自筹方式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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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2,000 吨/年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一）项目概述 

项目实施主体为株硬公司，其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项目拟在株洲市天元区精密工具工业园新建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厂房及

相应配套的混合料生产线厂房，在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和园区辅助设施的基础上，新增

部分关键工艺设备及自动化生产设备，并依托先进自动化设备，形成年产 2,000 吨的

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智能生产线。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41,486.56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 29,719.12 万元，配套流

动资金 11,767.44 万元（含铺底流动资金 3,530.23 万元）。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建筑工程与设备投资 25,855.86 25,855.86 

2 其它费用 3,863.26 3,863.26 

2.1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2,448.06 2,448.06 

2.2 预备费 1,415.20 1,415.20 

3 配套流动资金 11,767.44 3,529.88 

3.1 铺底流动资金 3,530.23 3,529.88 

3.2 其它流动资金 8,237.21 0.00  

 合计 41,486.56 33,249.00 

（二）项目前景及可行性分析 

1、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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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合金棒型材具有硬度高、耐磨性强、耐热、耐腐蚀等一系列优良性能，因而

被广泛制作成刀具用于铸铁、有色金属、塑料、化纤、石墨、玻璃、石材、钢材等多

种材料的加工。其市场需求与汽车、模具、消费电子、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密切相关。在我国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国家战略下，我国高端硬质

合金棒型材的市场需求将保持持续增长。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提升株硬公司 PCB 用棒材和工具棒材等主导系列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有望使相关产品的力学性能和切削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超

细晶、纳米级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和高精度异型非标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的规模化生

产，从而满足国内外市场对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的需求。 

2、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 

2015 年公司提出了硬质合金业务的“深蓝计划”和追求“世界一流”的战略目

标。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作为优势主导产品，是公司实现产品结构升级的重要着

力点，2,000 吨/年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公司战略

发展的要求。 

3、出色的产品研发能力为项目效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首先，株硬公司已成功研制出从细晶粒、超细晶粒到纳米级晶粒，从低钴到高钴

的全系列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部分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最高水平；其

次，在产品形态方面，株硬公司近几年相继推出了螺旋孔棒、异形非标孔棒、小直径

微钻线材等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提升了产品的利润空间；再次，株硬公司持续的技

术攻关能够保证在产能扩大的同时，质量水平均有一定提升，进一步满足中高端产品

的市场需求。 

4、生产工艺的不断创新与改良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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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硬公司一直重视生产工艺的创新与改良，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取得进展。近年

来，株硬公司进行了多个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关键生产工艺的科研立项，在超细颗粒

混合料工艺、挤压混合料干燥工艺、挤压成型工艺、等静压成型工艺、螺旋孔棒及异

型产品制备工艺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研发成果，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储

备。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产能不足，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扩产改造，株硬公司已形成了 1,000 吨/年的高端硬质合金

棒型材的产能。由于市场订单的迅速增长，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的产能已经达到饱和

状态，无法满足业务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产能不足已经成为遏制公司高端硬质合金棒

型材业务发展的瓶颈。另外，在产品精加工方面，与国内外硬质合金强势企业相比，

公司在硬质合金精加工方面投入不足，需要添置必要工艺设备，合理配置设备结构，

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优化工艺路线，全面提升精加工水平和能力，以适应市场的发

展。本次项目的实施对于公司的业务发展来说是势在必行。 

2、实现产品结构升级的需要 

近几年，株硬公司在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形

成了螺旋棒材、非标异型棒材、微钻线材等高附加值产品，公司品牌与产品的市场认

可度逐渐提升，相关产品逐步成为了高端客户的重要选择。但受原料制备、深加工能

力、设备水平、厂房条件等各方面的影响，这类高附加值产品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

经济效益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公司想实现产品结构升级，并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就

必须引进先进设备，对现有生产设施进行技术改造。 

3、实现精益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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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精益化生产，株硬公司的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产品的生产成本得到了一

定降低，但与 SANDVIK、KENNAMETAL、ISCAR 等国际一流公司在生产成本控制

方面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公司在原料投入产出率、棒型材毛坯加工余量控制等方

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本次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株硬公司能够实现可视化、

定量化、精准化的生产管理模式，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同时，借助于本项目技术升级契机，株硬公司可以全方位提升混合料制备、棒型

材挤压成型、等静压成型、精深加工以及自动化识别检测、包装等流程的自动化操作

水平，在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减少人为因素对产品的影响，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

性。 

此外，株硬公司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现有厂区布置较为分散，产品转移运

输过程长，管理成本高，不利于生产管理。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株硬公司将对高端硬

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进行合理规划布局，科学管理，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质增效。 

（四）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6.21%，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7.18 年（含建设期 2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五）项目报批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发改备案文件与环评批复文件。 

审批事项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发改备案 株洲市天元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 2,000 吨/年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通知 

株天发改备字

【2018】40 号 

环评批复 
株洲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开发

区分局 

关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000

吨/年高端硬质合金棒型材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株天环评书

【2018】13 号 

二、硬质合金产品提质扩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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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项目实施主体为株硬公司，其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项目在株洲市荷塘区原有混合料厂房、大制品厂房和异型厂房三栋厂房内实

施，通过扩建混合料厂房，改造异型厂房，新增工艺设备，实现混合料、硬质合金大

制品和硬质合金异型产品提质扩能的目标，新增混合料产能 400 吨，硬质合金大制品

产能 50 吨，硬质合金异型制品产能 150 吨。 

本项目总投资为 14,015.00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 13,209.78 万元，配套铺底流

动资金 805.22 万元。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项目建设投资 13,209.78 13,209.78 

1.1 建筑工程及设备投资 12,369.18 12,369.1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40.60 840.60 

2 配套流动资金 805.22 805.22 

2.1 铺底流动资金 805.22 805.22 

2.2 其它流动资金 0.00 0.00 

 合计 14,015.00 14,015.00 

（二）项目前景及可行性分析 

株硬公司是我国硬质合金行业的领先企业，在行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

年，株硬公司硬质合金业务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混合料、硬质合金异型制

品和硬质合金大制品三个事业部存在的产能不足、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不稳定

等问题，急需通过提质扩能建设来解决。通过提升关键工序产能和工艺控制能力，对

其他工序填平补齐，可较大程度地提升株硬公司硬质合金异型制品、硬质合金大制品

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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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株硬公司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国家认定质量控制与技术评价实验室、分析测试中心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发

中心等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平台，并拥有一大批高学历的研发人员。公司在硬质合金产

品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并进行了一定的技术储备，为本项目

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新产品的开发为项目实施奠定市场基础 

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高端硬质合金产品，螺旋孔棒、枪钻等非标异型产品的

研发攻克了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难题，实现了该类高附加值的非标异型新产品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销售规模，具有较好的客户基础。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现有产能不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株硬公司混合料供应量已不能满足各合金事业部的需

求。同时，硬质合金异型制品和硬质合金大制品的订单增长迅速，株硬公司现有的设

备不再具备产能扩充的条件，尤其是烧结产能，受厂房以及设备的影响，已经成为遏

制株硬公司硬质合金产品发展的瓶颈。 

2、场地设施陈旧急需升级改造，从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硬质合金大制品车间与硬质合金异型制品车间由于场地限制，现有生产设备布局

和工艺路线设计方面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加上烧结、割型等主力生产装备陈旧、故

障率偏高，从而导致了相关产品的产能不足、产品质量不稳定，严重影响了硬质合金

大制品和硬质合金异型制品向高端化升级的实现。借助株硬公司整合发展的契机，通

过厂房改造和技术升级，可对制约产品提质扩能的问题予以解决，进而提升相关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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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经测算，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2.22%，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7.88 年（含建设期 1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五）项目报批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发改备案文件与环评批复文件。 

审批事项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发改备案 株洲市荷塘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硬质合金产品提质扩能建设项目备

案的通知 

株荷发改备

【2018】26 号 

环评批复 株洲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硬质合

金产品（混料厂、异型合金厂、大制品

合金厂）提质扩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株环评【2018】

11 号 

三、精密工具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述 

项目实施主体为株钻公司，其为株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项目拟在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马工业园新建传统刀片、数控刀

具、整体刀具以及混合料四栋厂房，将株钻公司现有传统刀片、数控刀具和整体刀具

生产线搬迁至产业园，株钻公司现有厂区内搬迁腾空的传统刀片厂房及整体刀具厂房

用于数控刀片扩能生产线设备的布置。项目达产后，数控刀片新增 2,000 万片，年产

达到 8,000 万片；整体硬质合金刀具新增 200 万支，年产达到 800 万支；数控刀具新

增 40 万件，年产达到 60 万件。 

本项目总投资为 97,749.96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 88,498.86 万元，配套流动资

金 9,251.10 万元（含铺底流动资金 2,775.33 万元）。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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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类别 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建筑工程与设备投资 81,556.02 70,911.48 

2 其它费用 6,942.84 6,942.52 

2.1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4,365.20 4,365.20 

2.2 预备费 2,577.64 2,577.32 

3 配套流动资金 9,251.10 2,775.00 

3.1 铺底流动资金 2,775.33 2,775.00 

3.2 其它流动资金 6,475.77 0.00  

 合计 97,749.96 80,629.00 

董事会前，本项目已投入建筑工程与设备投资款 10,644.54 万元。 

（二）项目前景及可行性分析 

1、国内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片）市场需求巨大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航空航天、汽车行业、交通能源、

机械工业模具制造、仪器仪表及国防工业等行业的高速发展，使得硬质合金切削刀具

（片）的需求量持续增长，且对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片）的品质有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国产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片）的产量和市场占比已有一定程度的提

升，并且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缓慢复苏、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关下游产业的高速发

展，高档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片）的市场需求仍将有所增长。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可

以满足国内市场对高档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片）的迫切需求，以国产取代进口，而且

还可以提升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株钻公司的精加工水平已得到较大提升，并先后取得“用

于高速切削的切削刀具”、“双刃可调式切断、切槽刀具”、“梯度结构的超细硬质

合金及其制备工艺”、“含周期性涂层的复合涂层刀具及其制备方法”、“可调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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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高度和角度的刀垫及其铣削刀具”、“装夹稳定的切削刀具”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成果，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体系，并在硬质合金涂层数控刀片和硬质

合金数控刀片精深加工及配套工具制造等业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3、新产品的不断开发降低了本项目的市场风险 

株钻公司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对工业常用的 TiAlN 和 CrAlN 涂层刀片进行了改

进，开发出多款高性能 PVD 涂层刀片，既拓宽了产品市场，又增强了公司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株钻公司部分新产品的性能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有利于提升公司

硬质合金切削工具的品牌形象，打破了国外企业在汽车制造业、模具制造业、电子行

业、航天航空、军工等众多领域的价格壁垒，降低了我国精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打破国外垄断的需要 

株钻公司作为国内硬质合金切削刀具（片）的领军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

在工艺技术、产品研发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需不断通过提质扩能的技术改造

来提升工艺水平，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优化产品结构，从而打破国外企业在高端硬质

合金切削刀具（片）市场的垄断局面。 

2、践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精密切削刀具是公司钨及硬质合金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之一，精密工具产业园项目

是公司践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钨产业集团”发展战略的需要。 

3、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株钻公司目前的产能规模已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

长，为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产能的扩大，产品结构的优化，产品质量的提升已势在

必行。 



14 

 

一方面，株钻公司现有设备和产品周转场地拥挤，不利于安全生产的要求，生产

空间也不能满足工艺和生产的需要，急需扩大生产场地。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经营规

模的扩大，株钻公司成品仓库的库存容量和物流配送管理已跟不上业务快速发展的需

求。为加快库存周转，提升物流管理效率，株钻公司拟建设智能仓库，采用先进的物

流管理技术，重新架构成品物流管理体系，优化作业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满足株钻

公司未来 10 年发展需要。 

（四）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2.76%，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8.40 年（含建设期 2 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五）项目报批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发改备案文件与环评批复文件。 

审批事项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发改备案 株洲市天元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工具产业园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 

株天发改备字

【2018】42 号 

环评批复 
株洲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开

发区分局 

关于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工具产业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株天环评书

【2018】12 号 

四、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一）项目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将根据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与财务状况，以增资或提供借款的

方式为其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支持。 

（二）项目前景及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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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下游行业的需求回暖和公司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公

司呈现出产销两旺、结构优化、效率提升、效益改善的良好态势。2016 年度、2017 年

度和 2018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53.42 亿元、67.09 亿元、81.77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 1,604.90 万元、13,485.57 万元、13,585.32 万元，公司

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同时，为实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钨产业集团”的战略目标，促进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在原有技术和产品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大在高端产品的研发投入。目前，公司的主要优势产品如高

端硬质合金棒型材、数控刀片、数控刀具、PCB 微钻等的产能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业

务发展势头良好。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以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

需要。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来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

开展，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并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与有息负债，优化财务结构 

2016 年末、2017 年末与 2018 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7.83%、49.43%与

49.24%，负债水平不低并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截止 2018 年末，公司的短

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合计为 21.02 亿元，给公司造成了一定

的财务费用负担，从而制约了公司通过负债方式来为业务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未

来，随着公司在主营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增大。本次非

公开发行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提高财务灵

活性，降低财务风险。 

2、为完善产业链条的资本性支出的同时提供必要的营运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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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将中钨高新作为其旗下钨产业唯一的上市公司平

台，积极推动旗下优质钨资源整合，计划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

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钨产业集团。 

并且，中国五矿承诺“对于本公司目前控制的未能注入上市公司的钨矿山、钨冶

炼企业，在单个公司连续两年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正(以经

审计确定的数值为准且满足上市条件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其注入上市公司，并在

满足上述条件之日起一年之内启动注入程序”。截至 2018 年末，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

为 91,272.37 万元，本次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更好的保证公司在完善产业链条的资本性

支出的同时，提供支持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3、巩固行业领先优势，提高抗风险能力 

作为硬质合金行业的领军企业，中钨高新拥有国内最大的两家硬质合金深加工企

业——株硬公司与自硬公司，下属企业中还有中国最大的 PCB 微钻生产企业——深圳

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还拥有行业内唯一一家硬质合金国家重点实验

室，累计获得专利 1,000 余项，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军用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起草，在行业内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地位和领先优势。为加快实现战略发展目标，向高

端硬质合金市场进军，助力“中国制造 2025”，公司不断加大在市场和研发方面的投

入。最近三年，公司的销售费用与研发费用不断增长，其中销售费用分别为

32,171.80 万元、35,044.96 万元和 39,472.58 万元，研发费用分别为 16,117.09 万

元、17,397.21 万元和 17,538.25 万元。因此，为巩固公司的行业领先优势，公司需

要有相应的资金投入。 

此外，硬质合金行业与宏观经济环境高度相关，公司经营仍然面临市场环境变

化、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等多种风险，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进

一步充实公司资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17 

 

第三节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投产后，将产生良好的现金流和利润，从而改善公司

的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债务融资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

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公司实现了技术设备改造升级、产品结构升级及产能规模扩张，从而进一步壮大

公司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水平

将有所下降，有利于提高公司偿债能力，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和财务

风险，增强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项目效益将

逐步显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优势将得以巩固与增强，公司财务状况也会随之

进一步优化。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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