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雪天

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天盐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雪

天盐业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318 号文《关于核准湖南盐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7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5,65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875.47 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9136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发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首发募集资金净额将投入以下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分别

为雪天盐业、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衡盐化”）、湖南省湘

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澧盐化”）和湖南雪天盐业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雪天技术”）。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序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 拟投入募集资 实际投入募集 实施主体 备案情况 



号 元） 金（万元） 资金（万元） 

1 
食用盐提质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 
36,378.87 25,271.54 22,554.89 

湘衡盐化、

湘澧盐化、

雪天技术 

湘经信投资

备[2016]6 号 

2 
制盐系统节能增

效技术改造项目 
30,623.05 21,273.10 8,116.41 

湘衡盐化、

湘澧盐化 

湘经信投资

备[2016]7 号 

3 
新建研发中心项

目 
3,355.28 2,330.83 744.21 雪天盐业 - 

合计 70,357.20 48,875.47 31,415.52   

二、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拟变更项目原计划投资情况 

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主要建设计划分为湘衡盐化和湘澧盐化两

部分。其中，湘衡盐化部分主要系针对现有制盐 III、IV 组罐按“六效真空蒸发

+母液回收盐硝联产”进行节能改造；湘澧盐化部分为 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

项目及 20 万吨/年液体盐技改项目。 

本次拟变更的 20万吨/年液体盐技改项目为湘澧盐化负责实施的制盐系统节

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该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9,321.10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金额为 5,040.90 万元。根据总体进度的安排，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项目投产后当年内小时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 80%，投产运行后一年达

到设计能力。该项目达产后，其主要销售目标为周边烧碱企业；滤膜产生的高硝

卤水通过冷冻工段重复利用，每年可副产 3 万吨优质中性无水硫酸钠，实现循环、

零排放绿色生产。预计每年将新增销售收入 3,871.79 万元。预测全部投资所得税

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5.51%；投资回收期 6.36 年（含建设期）。 

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已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取得湖南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出具的《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文件》（湘

经信投资备[2016]7 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整体投资 8,116.41



万元。其中，湘澧盐化 20 万吨/年液体盐技改项目尚未实际投资。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湘澧盐化于 2017年 6 月 10日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巴陵石化分

公司（以下简称“巴陵石化”）签署氯碱用液体盐购买意向书，由湘澧盐化为其

提供氯碱用液体盐 20 万吨。湘澧盐化周边企业常德天盛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盛电化”）年需液体盐 5 万吨。在此背景下，湘澧盐化拟建设一套 20 万吨

/年液体盐生产装置。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间距离项目立项批准时间较长，公司面临的内

外部环境、市场需求等已发生变化，该项目原有目标客户的项目投资情况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其中：巴陵石化 4 万吨/年隔膜烧碱项目受环保政策影响，退出生

产系统；9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项目配套该公司环氧树脂项目，经 2018-2019 年三

期改造，对原盐主含量，硫酸根，钙镁离子等要求更高，改而要求湘澧盐化提供

散装湿盐。天盛电化 3 万吨隔膜烧碱装置于 2018 年受烧碱价格大幅下跌及股东

撤资影响关停，2019 年转产空分气体市场。 

湘澧盐化虽积极寻找外部新的目标客户，但仍难完全替代原有下游需求，且

液体盐销售半径受限；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为防止项目实施后无法实现预期效

益，因而决定尽快停止推进该项目。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说明 

1、变更募投项目必要性分析 

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增加 12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项目的配套

工程建设投入。该变更属于原部分募投项目之间进行的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对本

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具体如下： 

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项目为湘澧盐化负责实施的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

改造项目中的另一个子项目。大颗粒食用盐可不添加任何松散剂而长时间保持松

散状态，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天然绿色、有益健康的食用

盐消费需求。 



近年来，公司在具体实施 12 万吨大颗粒盐项目过程中发现，系统总负荷量

达到 12,000KW，蒸汽负荷量达到 140t/h，工业冷却用水量新增 2,000m³/h，原有

发电能力和机械式循环冷却塔处理能力如不进行配套改造，难以完全满足项目要

求；因而急需配套建设新的热电平衡节能改造、循环冷却水配套项目，从而进一

步优化完善该项目的生产过程，确保生产质量。 

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发展的需要，经公司审慎论证和研究，为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湘澧盐化负责实施的 20 万吨/年液体盐技改项目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为增加 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项目的配套工程建设投入。 

2、增加投入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的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湘澧盐化 

（3）项目建设地址：湖南省津市市湘澧盐化生产厂区内，其中：热电平衡

项目占地面积 2,971.6 ㎡，循环水项目占地面积 3,194.5 ㎡，土地均为湘澧盐化自

有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4）项目建设内容：在原芒硝厂址建设一座双曲线自然通风冷却塔，淋水

面积 2,000 ㎡，冷却塔处理能力按 12,000m³/h 配置。新建一台 15MW 抽背式汽

轮发电机组，配套 2×40T/h 除盐水站。 

（5）项目投资金额及投资明细： 

本次涉及变更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5,040.90 万元募集资金本金和该部分募集

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净收入及理财收益，以上本金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10.31%；“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的配套工程预计总投资为 6,104.10 万元，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其中：建筑工程及其他费用 2,814.76 万元，包括建安工程费 1,698.92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27.18 万元，基本预备费 588.66 万元；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

费 3,285.01 万元，包括设备购置费 2,139.78 万元，设备安装费 1,145.23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4.33 万元。 



（6）本项目规划建设期：预计 12 个月，公司将在建设期内完成建筑工程、

软硬件购置并投入使用。 

（7）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由于本项目为配套工程，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

益。但本项目可更好地满足大颗粒食用盐项目的热电平衡和循环水工艺，产生间

接经济效益。 

3、增加投入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项目的配套工程项目完成后，整个项目的生产成本

可显著降低，可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的食用盐，满足民众对食盐天然绿色、

有益健康的消费诉求，包装精美、简洁，可帮助实现公司食盐产品的差异化、精

品化发展战略，创造较好经济效益。因此，该项目的建设是公司实现产品升级换

代，提高产品质量，适应盐业体制改革，促进公司发展的需要，也是公司转型生

存、发展的需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过充分、科学缜密的论证，且公司已掌握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同时加强了人才储备与培训等工作，但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项目管理能力不足、项目施工管理不善、项目进度拖延

等问题，存在项目不能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原因及影响 

（一）延期项目的进展情况说明 

湘衡盐化制盐系统改造主体工程已基本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行，目前还需针

对运行实际情况，进行部分配套项目的完善与后续建设。 

湘澧盐化 12 万吨/年大颗粒食用盐项目的土建工程进入扫尾阶段，土建主体

工程已封顶，全部交付安装；目前处于投料试运行阶段。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募投项目“制

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募投项目

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应于 2020年9月建设完成。基于以下原因，



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再次延期： 

1、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为全国疫情防控需要，该募投项目从 2020 年 1

月下旬开始项目处于停滞状态，施工队伍、招标单位、设备制造厂家均停工停产，

项目推进进度受到一定影响。 

2、部分原有设备利旧，延长了设备的制作工期。湘澧盐化原有制盐装置可

以利旧，如加热室和精卤桶等设备，但加工时间较长。 

3、后续项目实施还需增加相关配套投入。湘衡盐化制盐系统改造主体工程、

湘澧盐化大颗粒食用盐项目的实施后，对系统热负荷、电负荷及循环水系统等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相关配套项目的建设延长了项目工期。 

（三）计划完成时间 

公司将进一步科学合理安排时间，抓紧项目建设，预计该募投项目将在 2021

年 12 月整体建设完成。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募投项目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

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次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四、审批程序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雪天盐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变更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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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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