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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  订  稿） 

 

为提升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泽新能”或

“公司”或“本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改善公司资产结构，缓解资

金压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2018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二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54,667.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焦家畔 100MW 风电项目 70,000.00 70,000.00 

2 苏家梁 100MW 风电项目 70,000.00 70,000.00 

3 兰考兰熙 50MW 风电项目 41,132.60 41,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73,667.00 73,667.00 

合计 254,799.60 254,667.00 

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

自筹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焦家畔 100MW 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焦家畔 100MW 风电项目的建设主体为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该项目位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拟用地面积 1.7948 公顷，项目装机

容量为 100MW，拟安装 50 台 2MW 的风力发电机组。该项目投资总额

为 7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 

一 设备及安装工程 58,654.80 

1 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57,014.43 

2 升压站设备及安装工程 1,599.31 

3 其他设备 41.06 

二 建筑工程 7,190.33 

1 风机基础工程 4,237.15 

2 升压站建筑工程 969.18 

3 交通工程 1,298.00 

4 辅助设施及其他工程 686.00 

三 其他费用 3,475.39 

1 建设用地费 1,850.00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1,113.00 

（1） 工程前期费 286.41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350.31 

（3） 建设监理费 221.04 

（4） 项目咨询服务评审费 120.11 

（5） 工程验收费 50.04 

（6） 工程保险费 85.09 

3 生产准备费 137.36 

4 勘察设计费 360.00 

5 其他 15.01 



四 基本预备费 679.48 

五 总投资 70,000.00 

3、项目建设计划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预计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并网发电。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1.21 年，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7.52%。

预计项目达产后，每年增加营业收入 0.88 亿元，增加发电量 2 亿度。 

5、项目用地情况 

该项目位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拟用地面积 1.7948 公顷。该项

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宁

夏国博新能源同心焦家畔 100MW 风电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函》

（宁国土资预审字[2017]68号），确认该项目选址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和供地政策，符合同心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原则通过用地预审；

于 2018 年 12 月 7日取得宁夏区政府出具的《关于宁夏同心焦家畔风

电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宁政土批字[2018]300 号） 

6、项目审批及备案事项 

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取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宁夏国博新能源同心焦家畔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宁

发改审发[2017]194号）。 

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取得了吴忠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宁

夏国博新能源同心焦家畔 100MW 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意

见》（吴环审[2018]53 号）。 

（二）苏家梁 100MW 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苏家梁 100MW 风电项目的建设主体为嘉泽新能，该项目位于宁夏

吴忠市红寺堡区，拟用地面积 2.3791公顷。项目装机容量为 100MW，

拟安装 50 台 2.0MW风力发电机组。该项目投资总额 70,000.0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 

一 设备及安装工程 58,654.80 

1 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57,014.43 

2 升压站设备及安装工程 1,599.31 

3 其他设备 41.06 

二 建筑工程 7,190.33 

1 风机基础工程 4,237.15 

2 升压站建筑工程 969.18 

3 交通工程 1,298.00 

4 辅助设施及其他工程 686.00 

三 其他费用 3,475.39 

1 建设用地费 1,850.00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1,113.00 

（1） 工程前期费 286.41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350.31 

（3） 建设监理费 221.04 

（4） 项目咨询服务评审费 120.11 

（5） 工程验收费 50.04 

（6） 工程保险费 85.09 

3 生产准备费 137.36 

4 勘察设计费 360.00 

5 其他 15.01 

四 基本预备费 679.48 

五 总投资 70,000.00 

3、项目建设计划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预计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并网发电。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11.21 年，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7.52%。

预计项目达产后，每年增加营业收入 0.88 亿元，增加发电量 2 亿度。 

5、项目用地情况 

该项目位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拟用地面积 2.3791 公顷。该

项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

宁夏嘉泽红寺堡苏家梁 100MW 风电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函》（宁

国土资预审字[2017]65 号），确认该项目选址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

供地政策，符合红寺堡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原则通过用地预审；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取得宁夏区政府出具的《关于红寺堡区苏家梁风

电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宁政土批字[2018]385 号）。 

6、项目审批及备案事项 

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取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宁夏嘉泽苏家梁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宁发改审发

[2017]196 号）。 

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取得了吴忠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宁

夏嘉泽红寺堡苏家梁 100MW 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意见》

（吴环审[2018]55号）。 

（三）兰考兰熙 50MW 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兰考兰熙 50MW 风电项目的建设主体为兰考熙和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该项目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拟用地面积 13,752 平方米。



项目建设规模为 50MW，拟安装 23 台 2.2MW 的风力发电机组（其中一

台降额运行）。项目投资总额为 41,132.6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1,000.00 万元。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 

一 设备及安装工程 30,143.45 

1 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27,929.37 

2 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939.82 

3 控制保护设备及安装工程 675.09 

4 其他设备及安装工程 599.17 

二 建筑工程 7,202.58  

1 发电场工程 3,891.59 

2 升压变电站工程 113.80 

3 房屋建筑工程 955.01 

4 交通工程 1,551.00 

5 其他工程 691.18 

三 其他费用  3,636.57  

1 项目建设用地费 797.56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2,209.12 

（1） 工程前期费 300.00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675.62 

（3） 建设监理费 307.88 

（4） 项目咨询服务评审费 469.02 

（5） 工程验收费 308.11 

（6） 工程保险费 148.49 

3 生产准备费 341.89 

4 勘察设计费 238.00 

5 其他 50.00 

四 基本预备费  150.00  

五 总投资  41,132.60  

3、项目建设计划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预计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并网发电。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资回收期为 9.51 年，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9.55%。预计

项目达产后，每年增加营业收入 0.55亿元，增加发电量 1.13 亿度。 

5、项目用地情况 

该项目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拟用地面积 13,752 平方米。

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取得兰考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兰考兰熙

50MW风电场项目工程的预审意见》（兰国土资[2018]253 号），确认该

项目选址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符合兰考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6、项目审批及备案事项 

该项目已于2018年9月 26日取得了兰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兰考兰熙 50MW 风电场项目工程核准的批复》（兰发改核[2018]4

号）。 

该项目已于2019年1月 11日取得了兰考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

于<兰考熙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兰考兰熙 50MW 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兰环监表[2019]02号）。 

（四）风电项目投资开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必要性 

（1）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能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

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

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



挑战。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坚持“节

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绿色低碳战略，着力优化能源结构，把发展清

洁低碳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攻方向。坚持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化

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并举，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

比重，大幅增加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比重，

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科学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减少能源消

费排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发

展战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满足我国新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 

（2）是国家实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迫切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能源和环境对

可持续发展 的约束将越来越严重，能源消费结构造成的环境问题，

尤其是大气污染状况愈发 严重，既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人民生活

和健康。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已经设定了多项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目标以及节能减排的发展目标，《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中的绿色低碳战略提出，到 2020年，非石化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以内。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小，生态环境形

势严峻；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

突出矛盾，如果不转变消耗高、污染重的发展模式，继续将使经济增



长建立在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核心

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我国要发展低碳

经济，加强节能减排是首要任务。因此，为实现我国政府制定的“低

碳环保，节能减排”目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内的非石化能源已

经刻不容缓。 

本次风力发电投资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改善能

源消费结构的发展思路，是实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战略目标的

迫切需要和重要举措。 

（3）有利于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并网装机容量为 1,100.875MW，

其中风力发电并网容量 1,044.50MW，光伏发电并网容量 50MW（按峰

值计算）、智能微网发电并网容量为 6.375MW。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达产后，将新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 250MW，占发行人现有新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的 22.71%。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增加营业收入 2.31 亿

元，增加发电量 5.13 亿度，能够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

司的市场竞争地位。 

2、可行性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新能源电力行业，在开发、建设、维

护、运营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深厚的技术储备。公司



对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地址进行了详细勘测论证，拥有充足的可利用风

能资源；项目建设所需设备的选择在技术成熟度高、运行可靠的前提

下，结合电站周围的自然环境、施工条件、交通运输的状况，选用行

业内知名厂家制造的设备类型；建成后的电网接入方案均需要经过有

资质的电力勘测设计院设计，并获得电网公司评审通过。因此，本次

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技术水平相匹配。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积极进取、稳定团结的管理团队，对风力、

光伏发电行业，包括行业发展历史、技术特征以及未来走势具有深刻

的理解，能够充分满足募投项目的管理人员需求。公司还拥有一支具

备丰富理论知识和行业实践经验的专业化的员工团队，具有多个风场

的成功运营经验，能够充分满足募投项目的员工需求。 

（五）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73,667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以降低公司流动负债水平，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

能力；同时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以满足业务发展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强

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2、项目的必要性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期，也是我国推进能

源发展战略的重要时期。为了确保完成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标，推动能

源结构转型升级、促进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017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从行业监管、装机规划、补



贴机制等多个方面，继续巩固风电产业的稳步发展。公司 2016 年、

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 1-3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9,171.70万元、

83,169.44 万元、106,908.77 万元和 24,147.09万元，收入规模持续

增长。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发展战略，预计未来三年公司的营业

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公司所处的新能源发电行业为资金密集

型行业，对资金的需求较高，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

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同时，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化公

司的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宏观经

济波动的风险、发电相关设备价格波动风险、平均售电单价波动风险

等诸多经营相关的风险，充足的流动资金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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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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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

力，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本次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和经济效益，能够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

长远利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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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增强未来的持续经

营能力。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现有主营业务规模进

一步扩大，可有效提升营业收入，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