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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龙净环保”）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公司董

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000 万元（含发

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环保输送装备及智能制造项目 68,580.05 60,000.00 

2 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项目 22,759.91 20,000.00 

3 废水处理产品生产与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65,766.89 60,000.00 

4 VOCs 吸附浓缩装置和氧化焚烧装置生产线建设项目 27,411.33 25,000.00 

5 烟气消白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12,274.72 10,000.00 

6 燃煤烟气智慧环保岛应用数据中心项目 5,541.82 5,000.00 

合计 202,334.72 180,000.0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实际需求和轻重

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环保输送装备及智能制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龙净环保作为实施主体，建设地点为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黄邦村

（龙岩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主体建设期预计为 16 个月。本项目计划建设 2

条焊管全自动智能制造生产线、4 条托辊全自动化智能制造生产线、2 条管式桁

架全自动智能制造生产线。达产后具备 100 万只托辊、3 万吨管式桁架、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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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钢构的产能。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68,580.05 万元，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予

以投入，具体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资本性支出 投资比例 

1 土建工程费用 6,345.60 是 9.26% 

2 设备购置费 49,515.00 是 72.20% 

3 其他工程费用（不含土地） 4,355.12 是 6.35% 

4 土地购置费 4,000.00 是 5.83% 

5 预备费 3,210.79 否 4.68% 

6 铺底流动资金 1,153.54 否 1.68% 

小计 68,580.05 - 100.00% 

3、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圆管带式输送机是采用卷成圆管状的输送带在机架上输送物料的设备。其工

作原理为：物料从尾部加料漏斗处进入加料段，输送带由平形变为 U 型，再经过

过渡段逐渐变为圆管状，把物料包住密闭运行，输送到头部过滤时，圆管状输送

带由 U 形渐渐展成平形，把物料卸掉。 

自 1972 年圆管带式输送机诞生以来，在粮食、煤炭、化工等基础大宗货物

运输领域得到了愈发广泛的运用。与传统运输方式相比，管带运输有如下优势：

首先，更加环保和安全。运输里程在 20 公里以内的基础大宗货物通常采用汽车

运输，该方式存在货物扬尘、物料抛洒、尾气排放等问题及交通安全隐患，选用

管带运输的方式可以有效规避类似问题。其次，能够降低输送成本，正常管带的

管径为 600mm，每小时可运输 3,000 多吨煤，明显高于汽车的运量，中长距离、

大体量运输选择管带方式将会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再次，管带输送很灵活，可爬

升角度大并且支持转弯，而传统皮带运输途中每处拐弯都需要新建中转站进行衔

接，增加建设成本。 

在国内环保政策趋紧的形势下，更多企业倾向于升级其环保设施，降低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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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的无组织排放。此外，政府积极鼓励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圆

管带式输送机产品由于其出色的环保特性，未来在各领域将有巨大的市场需求量。 

托辊、管式桁架是圆管带式输送机的核心部件，管带机需要采购大量的托辊，

并制造数量众多的桁架，此两项材料的成本约占管带运输工程合同总额的 50%左

右。本项目的执行，将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摆脱关键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大

大提高公司在输送设备制造领域的地位。 

（2）项目建设必要性 

占领管带输送市场。龙净环保主要产品有除尘、烟气余热利用、脱硫脱硝、

散料输送等，其中散料输送包括普通皮带、管带、气力输送三类。随着电厂大气

污染治理进入后半场，管式皮带输送机在环保输送市场潜力将逐渐显现，市场前

景突出。公司已提前布局，不断深入开拓环保输送装备市场，着力开拓以管带为

主体的环保输送系统，以管带工程为主的散料环保输送业务三年后的年新增合同

目标为 15-20 亿元。 

完善制造能力。龙净环保的散料输送生产制造能力相比于大气环保生产制造

能力薄弱，作为专业提供环保输送系统的公司，却不具备托辊等关键部件的生产

能力。另一方面，现有制造厂均为多年前建设的普通钢结构生产厂，缺乏智能化

生产设备，对于某些关键精细部件的生产质量把控能力不足。本项目建成后，智

能化的生产线将大大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让公司搭上“工业 4.0”

的快车。 

提升核心竞争力。输送系统是工业企业整个生产系统的核心装置，若输送系

统停运则企业的生产将被迫停止，造成的损失巨大。而输送装置的关键部件质量

很大程度决定了输送系统的稳定可靠性，管带机主要部件如托辊、胶带的品质已

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失核心竞争能力的后果不仅是利润降

低，也可能导致中标机会丧失。因此，想要大力发展管带运输业务，必须实现核

心部件的自主生产。通过自主生产，完全掌握原材料的品质，加强对制造全过程

的监控，并采用智能生产方式来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能够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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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42,129.31 万元，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4.46%，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8.02 年（含

建设期）。从财务角度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龙净环保作为实施主体，建设地点为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黄邦村

（龙岩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16 个月。本项目计划建设高性

能复合环保吸收剂制备生产线 4 条，建成后拥有 25 万吨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

产能。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22,759.91 万元，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予

以投入，具体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资本性支出 投资比例 

1 土建工程费用 2,173.90 是 9.55% 

2 设备购置费 16,489.84 是 72.45% 

3 其他工程费用（不含土地） 1,454.56 是 6.39% 

4 土地购置费 1,000.00 是 4.40% 

5 预备费 1,055.91 否 4.64% 

6 铺底流动资金 585.70 否 2.57% 

小计 22,759.91 - 100.00% 

3、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十二五”期间，环保部出台一系列电力、钢铁及工业窑炉等大气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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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规。特别是国家把打赢“蓝天保卫战”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地纷纷掀起“超

低排放”攻坚战的高潮。干法脱硫工艺因其不存在腐蚀、结垢和堵塞问题，具有

脱除效率高、系统简单、投资少、占地面积小、耗水量少、无废水产生、脱除重

金属（Hg）和酸性气体（SO3）等优点，特别适合富煤缺水地区和环境重点区域

的烟气治理，并且在非电领域大气治理占据着主导地位。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

以龙净环保干法脱硫为代表的干法脱硫项目，在各类烟气治理装置中占有了相当

比重的体量。 

干法脱硫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催生了干法脱硫用环保吸收剂（以下简称“环保

吸收剂”）的市场，环保吸收剂的用量逐年攀升，尤其是在环保监察越来越严格

的情况下，脱硫业主时时刻刻都需要足量、稳定供应的环保吸收剂。环保吸收剂

对烟气治理设施的性能、成本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国内并无专业的环保

吸收剂产品供应，生产呈现“小、散、乱”的无序局面，所生产的低品质吸收剂，

与合格的大气污染治理用环保吸收剂的要求差距很大。业主所使用的吸收剂大部

分来源于原有的传统石灰行业，导致脱硫装置吸收剂耗量大增，严重影响环保装

置运行的经济性和稳定性。 

以福建区域为例，用于干法脱硫的环保吸收剂品质普遍存在纯度低、比表面

积差的情况，造成干法脱硫系统钙硫比过高、副产物量大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系

统运行的经济性和稳定性。环保行业急需专用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为此公司

自 2015 年起开始密切关注环保吸收剂行业情况和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并组织技

术力量开展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已具备充分的技术储备。 

（2）项目建设必要性 

助力国家打赢“蓝天保卫战”，解决雾霾的需要。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作

为烟气治理装置的专用环保原料，可大幅提高脱硫效率，减少吸收剂消耗，同时

可以吸附烟气中的重金属汞等多种污染物对污染减排，对消除雾霾及打赢“蓝天

保卫战”，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该项目的实施，契合国家大政方针，符合国家

环境治理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 

适应市场需求。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愈加重视，龙净环保干法超净工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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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工业烟气治理的主流工艺，对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的需求也越发迫切，高

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存在市场空白。仅龙净环保在福建省内的现有火电厂、钢铁

厂和玻璃窑炉、垃圾焚烧厂客户，对环保吸收剂的需求量已超过 42 万吨/年。项

目的实施能够解决下游用户需求。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项目建成后，公司将从环保装备制造商拓展成为具

备环保耗材生产能力的企业。生产具有长期稳定需求特点的高性能环保吸收剂，

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高性能吸收剂能保证系统更加高效稳定运行，对

于公司“干式超净+”工艺的推广，形成上下游产业链联动意义重大。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20,812.5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5.29%，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5.40 年（含建设

期）。从财务角度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三）废水处理产品生产与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天津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建设地点为

龙净环保天津园区内，项目工程建设期为 20 个月。本项目计划建设废水处理膜

产品生产线，臭氧发生器生产线，紫外 c 水消毒设备生产线。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65,766.89 万元，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予

以投入，具体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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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资本性支出 投资比例 

1 工程费用 54,220.40 是 82.44% 

2 配套系统工程 1,450.00 是 2.20% 

3 其他工程费用 4,324.94 是 6.58% 

4 预备费 4,799.63 否 7.30% 

5 铺底流动资金 971.92 否 1.48% 

小计 65,766.89 - 100.00% 

3、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2017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 112 个重要湖泊（水库）中，Ⅰ类水

质的湖泊（水库）6 个，占 5.4%；Ⅱ类 27 个，占 24.1%；Ⅲ类 37 个，占 33.0%；

Ⅳ类 22 个，占 19.6%；Ⅴ类 8 个，占 7.1%；劣Ⅴ类 12 个，占 10.7%。此外，在

全国 31 个省（区、市）233 个地市级行政区，以浅水为主的浅层地下水和承压水

为主的中深层地下水为对象的 5,100 个监测点（其中国家级监测点 1,000 个）中，

监测结果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占比高达 51.8%和 14.8%。由此可见，目前国内水

污染问题依然很严重，污水处理空间大，增量和存量均有发展机会。 

水资源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为此制定了水资源可

持续发展战略，其中节流、治污、多渠道开源是核心内容。随着《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出台，政府将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

进行强力监管并启动严格问责制。经传统水处理工艺处理后的污水往往难以达到

废水排放相关标准,在政策持续出台与完善的背景下，废水资源化利用、市政提标

改造、中水回用、工业废水零排放将得到快速发展，水污染治理领域将成为下一

个风口。 

（2）项目建设必要性 

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新环保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水污染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环保法规政策的

出台和实施，提高用水效率，实现节水和废水的有效再利用已成为必然的选择。

寻求处理效果更好、工艺稳定性更强、运行费用更低的水处理工艺，实现废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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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目标，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设备和技术产业化的需求。在目前国家开始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严

峻的水污染问题的大背景下，膜技术以其优越的水处理性能而备受关注。掌握膜

元件生产和研发是整个膜法水处理产业链的技术核心，也是行业利润高点。目前，

纯粹的膜制造企业逐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而龙净环保作为环保龙头企业从膜产

业的技术核心入手，建设自有的膜产品研发实验室及其工业生产线，对于推动膜

技术及其设备的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发展需要。为落实龙净环保的大环保战略，公司业务范围将朝着非大气

治理类的环保领域及上下游延伸。通过建设中小试验室、水质分析检测试验室、

水处理核心设备生产线、水处理核心产品及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可快速掌握和逐

步形成具有龙净环保特色的水处理关键技术，并完全具备水处理核心设备制造能

力和自供能力。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77,130.0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6.08％，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27 年（含建设

期）。从财务角度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四）VOCs 吸附浓缩装置和氧化焚烧装置生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龙净环保作为实施主体，建设地点位于龙岩市龙净环保工业园内，

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20 个月。本项目计划建设 VOCs 吸附浓缩装置和氧化焚烧装

置生产线各 2 条。建成达产后可实现 260 套/年的分子筛转轮和 200 套/年的 RTO

燃烧炉产能。 



 

9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27,411.33 万元，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予

以投入，具体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资本性支出 投资比例 

1 工程费用 21,877.20 是 79.81% 

2 配套系统工程 1,045.00 是 3.81% 

3 其他工程费用 2,083.58 是 7.60% 

4 预备费 2,000.46 否 7.30% 

5 铺底流动资金 405.09 否 1.48% 

小计 27,411.33 - 100.00% 

3、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VOCs 是指烃类化合物、苯系物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通常具有较强刺激性

和毒性，部分具有“致畸、致癌、致病”性。VOCs 不但会生成臭氧，也是 PM2.5

的来源之一。其污染具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难以集中收集处理等特点。据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 VOCs 的绝对排放量要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的排放

量都高，每年超过 2,000 万吨。 

近两年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各种政策法规以及标准陆续发布，环保

产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作为环保的重要一部分，VOCs 治理备受关注，各级

政府积极发文推动 VOCs 治理市场的发展，VOCs 治理迎来“政策暖风”。随着

国家“大气十条”和新大气法的贯彻实施，VOCs 治理与监测行业将得到快速发

展。VOCs 市场也将成为大气治理环保类企业争夺的下一个主要领域。 

“分子筛吸附浓缩转轮”技术是当前 VOCs 治理方式中最令人期待的技术之

一。在这种情况下，龙净环保努力跻身于 VOCs 吸附浓缩装置和氧化焚烧装置制

造行业，既响应国家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同时也可以提升公司技术实力，

增强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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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必要性 

国家和地方战略布局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工信部、财政部颁布的《重点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指出，到 2018 年，工业行业 VOCs 排放量比 2015

年削减 330 万吨以上；提出“坚持源头削减、过程控制为重点，兼顾末端治理的

全过程防治理念”。与除尘、脱硫脱硝相比，VOCs 种类多，排放行业多，排放

源分散，治理技术复杂。目前国内 VOCs 治理企业整体处于小而散的状态，VOCs

废气治理现状还存在不足，需要不断发展和进步。为实现采用更先进、科学的治

理方法进行更加彻底的 VOCs 废气治理的目标，需要行业龙头企业带头进行研发

与生产投入。 

企业战略布局和市场发展的需要。龙净环保长期致力于大气污染控制领域环

保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营。公司战略定位是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生态环保企业，在发展方向上，坚定做好大气环保的传统优势

业务，同时快速进军大环保领域，横跨全产业链，覆盖全环保领域。建设 VOCs

治理设备生产线符合公司做好大气环保业务的战略需求。此外，公司的主要竞争

对手均为国内外同行业先进企业，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势必要不断提升自身

核心竞争力。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55,080.00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5.57%，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39 年（含建设

期）。从财务角度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五）烟气消白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宿迁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建设地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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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净环保宿迁园区内，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16 个月。本项目计划建设 LGGH 零泄

漏气气换热装置、LPE 真空热管换热器、HTC 高导热纳米复合材料换热器三种烟

气消白产品生产线。建成后形成年产 4,000 吨 LGGH 零泄漏气气换热装置烟气消

白烟产品、1,000 吨 LPE 真空热管换热器烟气消白烟产品、500 吨 HTC 高导热纳

米复合材料换热器烟气消白烟产品产能。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12,274.72 万元，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予

以投入，具体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资本性支出 投资比例 

1 土建工程费用 6,400.00 是 52.14% 

2 设备购置费 3,600.00 是 29.33% 

3 其他工程费用 850.00 是 6.92% 

4 预备费 868.00 否 7.07% 

5 铺底流动资金 556.72 否 4.54% 

小计 12,274.72 - 100.00% 

3、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湿法脱硫工艺的喷淋降温过程会导致脱硫后烟气的含水率大幅增加，产生

“白烟”，使得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的老百姓误认为企业在大量排污，相关企业的

超低排放改造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湿法脱硫后的湿烟气携带的硫酸盐、硝酸盐

等物质，加重了雾霾的形成，且湿法脱硫后湿烟气水蒸气含量达到 10%-16%，直

接排放将浪费大量水资源。 

白烟治理在扩大和升级的“蓝天保卫战”以及节水的呼声中被毫无悬念地提

上日程。近两年来，上海、浙江、天津、河北、山西、江苏徐州、广东等地都下

发了要求治理烟囱白烟的地方文件，其他省份及地区也在积极推动地方文件落地，

白烟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 

龙净环保早在 2010 年率先在国内倡导了低低温燃煤烟气高效处理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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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烟气余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服务经验，并牵头制定了行业

标准。对于烟气消白技术，公司借助国家级电力工业环保工程研发中心的力量，

落实了前期技术研发，完成了“烟气喷淋冷却、间壁式烟气换热降温和浆液冷凝”

三大技术的攻关，取得了相关的发明专利，且在工业应用应用领域实现了突破，

在国内形成了较强的综合竞争能力。公司目标在消白烟市场占有率达到 30%-40%。 

（2）项目建设必要性 

当今消白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绝大部分的消白烟项目都是低价中标，产品

成本已经成为消白项目是否中标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龙净环保还没有 LPE 真空

热管换热器及 HTC 高导热纳米复合材料换热器的生产线，所外购的换热器质量

参差不齐。如何降低成本，提高烟气消白产品的质量是公司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本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完善公司战略布局，实现烟气消白产品的配套保障能力，

降低烟气消白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更大规模的经济

效益。项目建设可新增企业发展后劲，为下一步的技术升级及后续市场拓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21,025.86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5.26%，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5.82 年（含建设

期）。从财务角度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六）燃煤烟气智慧环保岛应用数据中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龙净环保作为实施主体，建设地点为龙岩市龙净环保工业园，项目

主体建设期预计为 21 个月。本项目计划建设数据中心机房 1 个，并采购相关软

硬件设备，包括数据资源采集及虚拟化硬件、存储及计算服务器、虚拟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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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优化模型等，建成后拥有 230 个电厂的智能环保工程实施能力。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5,541.82 万元，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尚未就该项目予以

投入，具体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资本性支出 投资比例 

1 土建工程费用 330.00 是 5.95% 

2 设备购置费 4,290.00 是 77.41% 

3 其他工程费用 415.00 是 7.49% 

4 预备费 402.80 否 7.27% 

5 铺底流动资金 104.02 否 1.88% 

小计 5,541.82 - 100.00% 

3、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项目实施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加快，能源消费增速放缓，

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逐渐衰减。但国内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

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节能减排依然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推进工业企

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推广工业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已成为趋势。 

节能减排一直是电力行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燃煤电厂的诸多环保设备。当

前燃煤电厂烟气净化设备如除尘、脱硫、脱硝等虽然表面相互连通，但彼此独立

运行，缺乏一体化、科学化、智能化的大数据分析管理平台，很多时候主要依据

操作人员的经验进行调节控制，不仅运维成本高、效率低，而且难以实现设备间

精准的协同提效，无形中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损耗和治污效果的频繁波动。本项目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即时通讯等技术，开发燃煤烟气智慧

环保岛应用数据中心，帮助火电企业实现治污设备远程智能运维和节能降耗，实

现设备间的优化运行、预防性维修、远程运维等。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根据设备的

实际运行数据提升运行效率，并通过开展备件和维修服务的精准营销，增加用户

粘性，形成用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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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必要性 

推进烟气环保岛项目的必要举措。对于大部分燃煤电厂来说，目前烟气治理

岛中绝大部分治污设备属于非智能设备，自动化程度低、运行效率低、设备之间

协同程度低。智能环保数据中心实施后，通过智能化数据跟踪、分析和挖掘，实

现设备间精准的协同配合，可大幅提高整体设备的运行效率，及时发现运行的潜

在风险、降低故障发生频次，加快设备检修进程，对于龙净环保烟气环保岛项目

的推进意义重大。 

解决客户的需求，提高客户粘性。目前公司电除尘事业部的客户已超过 600

家，合计采用设备 1,200 余台套，但售后备件、检修业务的年均效益仅为 2,000

万元左右，用户黏度很低。继续采取用户回访和被动等待用户上门的传统售后服

务方式已无法满足用户群体急剧膨胀的现状。通过实时运行数据和排放数据的全

方位监测和深度分析寻优，帮助客户实现远程风险动态监控、及时了解用户需求

乃至引导用户需求，能够拉近公司与用户的距离，提供长期稳定的运维服务业务。 

开发新的利润点，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项目虽前期投入较大，但设备建成

后，新增用户的建设资金投入量较小，且每年能够收取稳定的远程运维服务费用，

因此项目的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业务的水平。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

能力。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达产后，15 年计算期平均每年实现销售

收入 6,953.48 万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33.30%，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5.83 年（含

建设期）。从财务角度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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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大环保战略的发

展方向，是对公司目前产品和业务线的重要补充、对公司传统业务的扩展延伸，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客户资源、核心技

术、项目经验和销售渠道优势，扩充产品和业务线，巩固公司市场地位，提升持

续盈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这将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陆续投产和建成，公司的盈利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的业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由于募投项目的建

设和建成后达产需要一定的周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效益，公

司存在发行后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经董事会认真分析论证认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运用募集资金投资于环保输送装备及智能制造项目、高性能复合环保吸收剂项目、

废水处理产品生产与研发基地建设项目、VOCs 吸附浓缩装置和氧化焚烧装置生

产线建设项目、烟气消白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燃煤烟气智慧环保岛应用数据中

心项目符合公司当前的发展战略，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有助于弥补公司产品和业务线扩充、新业务市场开拓的资金短板，有利于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