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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2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用于投资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366,295.96 300,000.00 

2 
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

前驱体材料项目 
152,637.64 130,000.00 

3 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 35,000.00 3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0 165,000.00 

合计 718,933.60 625,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按照项目的轻重缓

急等情况，调整并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

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1、项目必要性 

（1）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和高镍化趋势快速拉动镍资源需求 

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已成为引领世界绿色发展的重要产

业，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主流车企纷纷加快汽车电动化转型布局，电动汽车对燃

油汽车的逐步替代已成为产业未来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新能源汽车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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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锂电池及锂电材料产业将伴随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相

应不断扩大市场容量，迎来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三元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

主流动力，而高镍三元材料在续航里程、能量密度和材料成本等方面具备显著优

势，高镍化已成为三元动力电池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动力电池高镍化的推进，镍在电池中的占比逐渐提高，硫酸镍在不同型

号的三元前驱体成本占比为 31-66%，其中高镍 NCM811 中硫酸镍成本可达到 60%

以上。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单车的硫酸镍使用量会大幅提升，锂电领域的

镍资源需求量将呈现爆发式增长。而未来优质镍矿资源供应将逐渐减少，镍资源

的战略安全已经成为全行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2）中国镍资源贫乏，公司需要“走出去”在资源丰富国家完善资源布局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2018 年世界镍储量约为 8,900 万吨，主要集中在澳

大利亚、俄罗斯、古巴和巴西，而 2018 年中国的镍储量仅为 280 万吨，占全球

镍总储量的比重仅为 3.15%。2018 年全球镍产量为 230 万吨，中国镍产量为 11

万吨，占全世界镍产量的比重仅为 4.78%。因此，中国是镍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但同时中国是镍的消费大国，需进口大量的镍矿以满足自身需求。根据海关总署

数据，近年来中国镍矿砂及精矿进口量情况如下： 

 

从我国镍资源的供需关系可以看出，“走出去”是公司保障原料供应安全，

进一步奠定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地位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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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是世界红土镍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占有世界红土镍矿储量的 10%

以上，主要资源集中在苏拉威西岛，哈马黑拉岛及其附近岛屿。印尼是我国镍进

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9 年我国自印尼的镍矿砂及精矿

进口量占我国总体进口数量的 42.54%。而印尼新矿产法规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印尼政府禁止所有品位的镍矿出口。同时，从商业角度，在资源产出地对红

土镍矿进行冶炼加工也是最经济、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本次公司在印度尼西亚

合资建设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有利于保障镍资源的稳定供给，完

善和巩固公司产业链布局，契合下游客户对于稳定供应链的迫切需求，同时通过

就近获取镍矿进行冶炼降低生产成本，构建成本竞争优势。 

2、项目可行性 

（1）下游充足的产能消化能力 

本项目的镍产品经精炼加工后将主要用作公司三元前驱体的生产原料。截至

目前，公司已投产和在建三元前驱体产能合计 10 万吨/年：其中，全资拥有的三

元前驱体产能 5.5 万吨/年，该等产能均已建成投产；与 LG 化学和 POSCO 合资

建设的三元前驱体产能合计 4.5 万吨/年，该等产能目前正在建设或已进入产线调

试、试生产阶段。未来三年，公司规划将全资拥有的三元前驱体产能提升至 15

万吨/年以上，合资建设的三元前驱体产能提升至 13 万吨/年以上。以上自有及合

资三元前驱体所需原料主要由公司提供，其中所需镍金属量将超过 10 万吨/年。

公司下游产能的完整布局为本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2）充足的原料供应和良好的项目实施条件 

本项目的建设地点印尼哈马黑拉岛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红土镍矿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本地的镍矿供应充裕。项目公司将通过多种方式保障原料的稳定

供应。同时，本项目的合作伙伴青山集团在印尼镍资源开发领域深耕多年，将为

本项目提供有力的经验和资源保障。此外，印尼煤炭资源丰富，品质较好，可为

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燃煤电厂提供充足的原料。 

本项目拟在纬达贝工业园（IWIP）建设，该工业园是印尼政府指定的国家重

点工业园区，园区内已完成“三通一平”工作，场地、电力、给排水、环保、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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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园区交通便利。园区较好的产业集聚和矿冶一体化模式

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实施条件。 

（3）公司丰富的海外项目经验和充足的技术储备 

公司先后在刚果（金）等国家建设多个资源开发和冶炼项目，培养了一支海

外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较好的人才

基础。 

本项目拟采用行业领先的“回转窑干燥—回转窑预还原焙烧—电炉还原熔炼

—P-S 转炉硫化——吹炼”工艺，该工艺技术方案成熟可靠。公司合作伙伴青山

集团深耕镍资源开发多年，拥有丰富的火法冶炼项目经验，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将为本项目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此外，本项目由中冶科工下属中国恩

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总体设计。中国恩菲拥有有色行业唯一的全行业工程设

计综合甲级资质，其强大的有色行业工程设计能力和丰富的项目设计经验将为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4）符合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公司发展战略 

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

带一路”倡议亦获得了印尼政府的支持。本募投项目充分发挥公司和青山集团各

自优势和资源，在印尼开展镍资源冶炼与深加工，符合印尼政府的产业规划和中

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公司“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的发

展战略。 

3、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在纬达贝工业园（IWIP）内，位于印度尼西亚马鲁

古群岛中的哈马黑拉岛，属马鲁古省北马鲁古县。 

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持股比例 70%的新设华科镍业印尼有限公司（筹）。 

（2）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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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4 台干燥窑、4 台焙烧回转窑、4 台矿热电炉、4 台 P-S

转炉及配套设施，配套建设 250MW 燃煤电厂。项目建成后，年生产含镍金属量

4.5 万吨的高冰镍。 

（3）产品方案 

项目处理镍含量 1.85%的红土镍矿 4,144,300 吨/年（湿基），产出高冰镍产

品 57,692 吨/年，含镍金属量 45,000 吨。 

（4）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 2 年。 

4、项目投资概算及财务评价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为 51,591.00 万美元，具体投资概算如下： 

单位：万美元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投资金额占比 

1 建筑工程 9,769.00 8,889.79 18.94% 

2 设备投资 30,654.00 27,895.14 59.42% 

3 安装工程 5,225.00 4,754.75 10.13% 

4 其他费用 2,499.00 713.84 4.84% 

6 基建期贷款利息 796.58 - 1.54% 

7 铺底流动资金 2,648.40 - 5.13% 

合计 51,590.98 42,253.52 100.00% 

（2）财务评价 

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8.80%（所得税后），

预计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 6.78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好。 

5、项目的审批程序 

项目建设地点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的哈马黑拉岛，涉及发改委批复、

商务部批复、环境许可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6 

 

（二）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 

1、项目必要性 

（1）受政策利好和产业技术升级驱动，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将迎来

持续快速增长，锂电新能源材料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如前所述，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寄予实现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的厚望。近十年来，国家密集出台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对行业发展

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全球范围来看，主要国家和国际主流车企亦在加快电动化转

型布局，电动汽车对燃油汽车的逐步替代已明确成为未来长期发展趋势。根据高

工锂电数据，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由 2015 年的 54.6 万辆增长至 2019 年 221 辆。

根据彭博社发布的《2018 电动汽车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在 2025

年达到 1,100 万辆，2030 年升至 3,000 万辆。 

作为新能源汽车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件，锂电池及锂电材料产业将伴

随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相应不断扩大市场容量，未来发展空间广阔。高工锂电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三元正极材料出货 34.3 万吨，同比增长 44.7%，带

动全球三元前驱体材料出货量 33.4 万吨，同比增长 45.2%。预计 2025 年全球三

元正极材料出货量将达 150 万吨，三元前驱体出货量将达 148 万吨，分别为 2019

年的 4.37 倍和 4.43 倍。 

公司判断，行业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及广阔的市场空间将带来历史性的发展

机遇，因此有必要抓住机会，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三元前驱体生产能力，巩固行业

领先地位。 

（2）新能源汽车行业和锂电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公司亟需扩充产能、卡

位下游龙头企业供应链 

近年来，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兴电动车龙头企业脱颖而出，大众、奔驰等传

统品牌车企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逐渐发力。动力电池亦呈现出明显的向行业龙头

集中的趋势，以 LG 化学、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锂电池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越

来越高。根据 SNE Research 数据，2019 年全球前十动力电池企业出货量为

101.3GWh，占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的 86.9%，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7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公司已形成了资源、有色、新能源三大业务板块一体

化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逐步构建安全稳定的供应链，并在多个领域实现了产能

规模领先。凭借着突出的行业地位，公司已进入到 LG 化学、SK、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全球头部动力电池厂商的核心产业链，产品已开始大规模应用到大众

MEB 平台、雷诺日产联盟、沃尔沃、路虎捷豹等欧美高端电动汽车。 

伴随着下游龙头企业的快速扩张，为把握市场机遇，公司有必要进一步扩大

锂电材料产能，与下游核心客户实现更为紧密的结合，卡位龙头车企及锂电池企

业的供应链。 

（3）本次募投项目有利于弥补产能缺口，进一步提升公司行业地位 

伴随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锂电池市场需求将快速

增长，相应带动锂电材料的市场需求将快速增长。根据公司下游客户的产能扩张

计划及预计订单增量分析，公司现有前驱体材料产能难以满足下游客户的未来需

求，将面临较大的供应缺口，亟待通过扩充产能的方式，快速提高公司前驱体材

料的生产能力。鉴于前驱体材料产能从项目建设、产线调试至客户认证整个周期

通常需要 2 年左右时间，因而公司需要抓住行业快速发展机遇，根据未来市场需

求情况提前布局相关产能，与下游龙头客户形成深度绑定关系。 

2、项目可行性 

（1）日益增长的下游市场需求和公司稳固的行业地位确保产能消化 

如前所述，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材料行业市场需求未来仍将持续快速增长。公

司依托垂直一体化产业链、钴新材料规模、在新能源三元前驱体的多年技术研发

积累和突破、先进的制造装备与品质管理、全球钴行业率先开展的负责任钴供应

链管理体系等领先优势，进入到 LG 化学、SK、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全球头部

动力电池厂商的核心产业链。2020 年一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新

能源汽车行业造成较大影响的不利形势下，公司三元前驱体销量同比增长 51%，

体现了公司在该行业稳固的市场地位。 

因此，日益增长的下游市场需求和下游客户对公司的高度认可将较好地保障

本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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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保障前驱体的原料供应 

公司拥有突出的产业链优势，已在刚果（金）和印尼等钴镍资源丰富的国家

进行业务布局。公司自 2003 年起，开始在非洲考察和拓展业务，经过多年的不

懈努力，公司刚果（金）子公司已在刚果（金）主要矿产区建立了集采矿、选矿、

钴铜湿法冶炼、火法冶炼于一体的钴铜资源开发体系，有效地保障了国内制造基

地的原料供应。2018 年，公司启动与青山集团合作的印尼年产 6 万吨镍金属量

氢氧化镍钴湿法冶炼项目，为公司向新能源锂电材料转型升级奠定镍原料供应基

础。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镍资源的保障能力。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钴产品供应商，产能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可较好地满足三

元前驱体的钴产品需求。随着未来华友衢州“年产 3 万吨（金属量）高纯三元动

力电池级硫酸镍项目”的建成，三元前驱体的硫酸镍原料将得到稳定的供应。 

公司完整的钴镍资源布局和大规模的冶炼产能有利于保障本项目的原料供

应。 

（3）良好的项目实施条件和丰富的项目建设及生产管理经验 

本项目拟在浙江省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园区内水、电、气、热及基本化

工原料供应便利。公司 2012 年进入该产业园区，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在该园区

建立了从钴镍冶炼、三元前驱体制造到废旧锂电池绿色回收的产业集群，完善的

内部产业配套将有效保障项目生产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建设了多个生产型项目，包括多个规模较大的三元前驱体建

设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建设经验。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建立了 ISO9001、

ISO14001、OHSAS18001、GB/T19022、GB/T15496、AQ/T9006“六合一”管理

体系，通过了 IATF16949 体系认证，同时在制造业务流程中引入了 QCC、TPM、

6S、SPC 等先进的制造理念和精益生产管理工具，为公司控制产品品质和生产成

本、保障安全环保体系可靠运行、提升经营质量提供了有效的管理规范和工具。 

良好的项目建设条件和丰富的项目建设及生产管理经验是本项目顺利实施

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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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拥有深厚的技术储备 

公司已建立了成熟的研发团队，拥有多名国内外的三元前驱体及正极材料高

级技术专家和一批博士、硕士学历技术研发人员。经过多年的技术积淀，公司瞄

准锂电正极材料的市场需求，以创新技术路线，优化生产工艺，强化过程控制和

改进设备系统等为着力点，攻克了三元前驱体合成、洗涤、干燥、磁性异物管控

等全生产环节的关键技术，解决了微观形貌可控性差、振实密度低、粒度规格单

一、粒度分布宽、杂质含量高等行业难题，开发出具有产业前沿性、制造技术先

进性、市场前景好、产品价值高的三元前驱体镍钴锰（NCM）、镍钴铝（NCA）

和四元前驱体（NCMA）等高端产品，并在三元前驱体产品方面拥有多项发明专

利。 

公司深厚的技术储备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浙江省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现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厂

区西侧规划预留地内，晓星大道以东，华友大道以北。 

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友新能源。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将新建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料生产线，及相关

的生产厂房、仓库、罐区、环保车间、变电站、消防泵房/消防水池、事故应急

池等。 

（3）产品方案 

项目产品方案为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料，其中：NCM8

系 25,000 吨、NCM9 系 12,500 吨、NCMA12,500 吨。 

（4）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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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投资概算及财务评价 

（1）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为 152,637.64 万元，具体投资概算及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投资金额占比 

1 建筑工程 28,100.00 28,100.00 18.41% 

2 安装工程 31,349.00 31,349.00 20.54% 

3 设备投资 65,150.00 65,150.00 42.68% 

4 其他费用 8,451.36 5,401.00 5.54% 

5 建设期利息 2,256.25 - 1.48% 

6 铺底流动资金 17,331.03 - 11.35% 

合计 152,637.64 130,000.00 100.00% 

（2）财务评价 

根据项目有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7.5%（所得税后），

预计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 6.36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较好。 

5、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不需新增用地，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三）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公司实现战略目标，推动产业链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有力支

撑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材料领导者，在保持钴新材料全球领先的基

础上，力争实现低成本绿色冶炼、三元前驱体、锂电正极材料到资源循环回收利

用全产业链技术的全面领先。科技创新是驱动产业技术发展，实现战略发展目标

的第一动力。持续打造全面、强大的科研创新平台是提高科研人员创新和实践能

力、提升公司科研创新水平、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是支撑公司

一体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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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满足客户需求的根本任务，公司需要对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研发工作进

行统筹协调，华友总部研究院，定位于公司综合性科研管控平台，将以技术创新、

新品开发、工艺优化、智能控制、精准检测为核心着力点，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不断提升公司的自主创新的研发实力，为公司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2）项目建设是保障公司“产品领先、成本领先”的基础 

锂电行业近年来高速发展，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涌现，对公司把握技术

发展趋势，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提出很高要求。因此，公司计划紧抓目前新能源汽

车、5G 及储能市场蓬勃发展的机遇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建设总部研究

院，进一步围绕低成本绿色冶炼工艺创新、前驱体及正极材料绿色智能制造、废

旧锂电池绿色回收技术、材料理化结构与性能研究、理化指标检测与测试等产业

链核心技术，不断加强高能量密度、高性能、高安全性、低成本的新能源锂电材

料战略性和标志性产品研发，攻克及优化钴镍低成本绿色冶炼工艺，研发具有产

业前沿性、制造技术先进性、市场前景好、产品价值高的领先产品，为公司跨越

式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新品支持，从而促使公司持续保持“产品领先、

成本领先”的行业优势地位。 

2、项目可行性 

（1）公司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将为研究院建设提供全面支持 

公司自创立以来，高度重视科技研发投入，将科技创新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

引擎，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打造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在体制机制方

面，公司已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研发激励机制；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公

司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并通过一

系列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创新型研发人才；在经费投入方面，公司注重研发创

新投入，最近 3 年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有效保障了科研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公

司健全的体制机制、科技人才梯队以及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将为总部研究院的

建设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 

总部研究院的科技创新将为公司全面、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不懈动力。

公司计划通过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技研发队伍的梯队化建设和高端领军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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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进一步提升研究院建设的“软实力”；计划从政策、物力、财力等各方面

对总部研究院的建设予以全面的支持，进一步增强研究院建设的“硬支撑”。 

（2）行业领先的技术储备和经营丰富的研发团队，为研究院建设项目提供

强有力支撑 

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坚持

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充足的研发投入，开展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活动，取

得了一大批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科研成果，为总部研究院的建

设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基础。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拟以总部研究

院为依托，围绕低成本绿色冶炼工艺创新、前驱体及正极材料绿色智能制造、绿

色回收技术等方面加强研发投入力度，为总部研究院建设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此外，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拥有行业一流的技术研发团

队和技术人才储备，在资源开发、有色冶炼、前驱体及正极材料等领域积累了丰

富的研发经验，具备行业领先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累计参与起草行业标准 35

项，发布实施标准 59 项，拥有授权专利 84 项，先后荣获浙江省钴冶炼绿色制造

技术创新团队和衢州市华友锂电新能源材料技术创新团队等多项荣誉。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834 人，占职工总数的 10.97%，其中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3 人，高级工程师 26 人，以及多位国外技术专家；拥有博士 11

人，硕士 159 人，上述人才储备将为总部研究院建设和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

未来 2-3 年内，公司计划进一步引进国内外的高端领军型人才，实现锂电新能源

材料一体化产业链领军人才的全覆盖，为研究院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保障。 

3、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 

项目实施主体：华友钴业及子公司华友新能源。 

（2）主要研究方向 



13 

 

围绕低成本绿色冶炼工艺创新、前驱体及正极材料新品开发和绿色智能制造、

废旧锂电池绿色回收技术一体化产业链的重大核心技术问题，重点布局新能源锂

电材料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钴镍低成本绿色冶炼工艺技术、废旧锂电池循环

回收技术与装备研究、材料理化结构与性能研究、理化指标检测与测试、新装备

智能化技术研究等主要方向，全力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技术研究一体化的

全链条创新布局和相互支撑的创新体系。 

（3）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为 35,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 

5、项目的审批程序 

本项目不需新增用地，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四）补充流动资金 

1、补充流动资金概况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6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完善产业布局，加快推动创新升级转型。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已完成了总部在桐乡、资源保障在境外、制造基地

在中国、市场在全球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资源、有色、新能源三大业务板块，打

造了从钴镍资源开发、冶炼，到锂电正极材料深加工，再到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的

新能源锂电产业生态，在保持全球钴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致力于成为全球新能

源锂电材料领导者。随着公司在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链的一体化投资布局，业务

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链上游资源端布局、冶炼能力提升、三元前驱体和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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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业务延伸，以及新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创新研发等，均不断增加对运营资金的

需求，因而亟需补充流动资金，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为公司新建项目产能释放提供保障，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自 2015 年上市以来，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和自筹资金的方式相继投

资建设了从钴镍资源开发到锂电材料制造一体化产业链的多个新建产能项目，伴

随相关投资项目的陆续建成，未来三年，公司亟需大量的流动资金来保证投资项

目的顺利达产，保障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顺利实现。 

（3）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7.62%，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流动比率为 0.84，速动比率 0.56，处于较低水平。通过股权融资优化资本结构，

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有效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力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开拓，巩固公

司领先的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助推公司发展成为全

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均将增加，可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

债率和财务成本，提高公司财务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公司盈利

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发展潜力也会随之增强。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期，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

中长期来看，随着项目陆续产生效益，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逐步上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及盈利稳定性将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

的需要，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会

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为股东带来丰厚回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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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