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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含本数），在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电动压裂装备一体化服务 33,872 32,000 

2 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 7,814 7,280 

3 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二期工程 12,916 12,720 

4 油气田增压采收压缩机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 18,000 18,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 30,000 

合计 102,602 1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投资

项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调整并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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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

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则上不能变更。对确因市场发生变化等客观原因需要改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电动压裂装备一体化服务项目 

1、项目概述 

电动压裂装备一体化服务项目由四机公司实施，建设地点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项目投资总额 33,87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2,000 万元。四机公司拟通过此项目，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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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自主研发三套电动压裂机组，并以此向客户开展电驱压裂服务业务。项目成功实施

后，将有助于提升公司装备工程一体化服务能力，同时积极响应国家绿色转型发展号召，

支持页岩气的高效环保开发，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非常规油气占比持续提升，带动电驱压裂服务需求增长 

我国原油及天然气产量近三年持续负增长，对外依存度高，页岩油气作为非常规天

然气能源的代表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国页岩气储量世界第一，

页岩油储量世界第三，大幅领先其他各国，未来开采潜力巨大，在我国能源自主可控上

具备战略地位。根据国家能源局《页岩气发展规划》，2030 年要力争实现产量 800-1,000

亿立方米。 

随着页岩气向深层、超深层发展，传统压裂设备无法满足非常规开采需求。电驱压

裂作为新一代压裂创新技术，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开采环境，部署更加灵活，可以满足

页岩油气的开发需求，未来市场需求将得到巨大提升。 

（2）有效推动压裂工艺进步，助力油气田高效低成本开发 

目前，国内压裂市场产品品类以 2500 型压裂车为主，而电驱压裂设备可使用

5000-7000 水马力柱塞泵，在输出功率上远高于传统压裂设备，单机可替代 2-2.5 辆 2500

型传统压裂车，在满足页岩气开发高压强、长时间作业的要求下，实现降本增效，提升

经济性能。 

2020 年 5 月，公司生产的电动压裂装备在涪陵“焦页 27 东平台”投入工业应用，

提供涵盖压裂、混砂、配液、供液、泵注、供砂全流程服务，打造国内首个全电动压裂

井场。该平台通过 24 天的拉链式压裂施工，成功完成 100 段压裂作业，平均压裂效率

达到 4.17 段/天，平均压力 56 兆帕，平均工业噪声 75 分贝；在生产过程中依托远程集

群化操作及智能物联，创造国内单机组单日压裂 7 段的新纪录，充分展现出电动压裂设

备功率大、能耗低、智能化、安全环保等优势。本次电动压裂装备一体化服务项目的开

展将进一步助力公司实现油气田的高效低成本开发。 

（3）有助于提升作业安全性与作业效率，实现绿色发展 

与传统压裂设备相比，电驱压裂采用安全性能更高的远程操控为主导，工人工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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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得到明显改善，作业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此外，电驱压裂设备也具备环境友好性，相

较于传统油驱压裂设备，其运行噪音大幅下降，施工区外 100 米小于 55 分贝，解决了

工业噪声污染问题，可保证压裂设备 24 小时的连续施工，在确保作业效率提升的情况

下，实现工程项目的绿色建设。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电动压裂设备市场前景广阔 

电动压裂装置具有运维成本低、制造周期短、低碳环保等优势，具有快速占领大型

压裂市场的潜力。2020 年，中国石油首次对外招标采购电驱压裂撬。随着下游客户对

电动压裂装备成本和技术优势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及川渝和新疆地区电网工程的逐步完

善，未来川渝和新疆地区装备租赁服务将逐步趋向于电动压裂装备，叠加政策驱动增储

上产、压裂设备存量替换，预计电驱压裂市场规模将会迅速得到大幅提升。 

（2）公司具备丰富的压裂装备生产经验 

四机公司经过多年压裂装备技术沉淀，拥有压裂泵、高压管汇、控制系统及系统集

成设计及制造技术，是国内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成套压裂装备的生产制造厂家，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到 40%以上。公司前期开展的“焦页 27 东平台”全电动压裂装备试验取得积

极反响，成套电动压裂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得到验证，变电站等应用技术难点已得到突破；

装备应用初期所呈现的潜在问题已全部得以优化。本次募投项目将结合前期应用经验，

进一步优化系统配置和结构，助力电动压裂设备在技术性能、应用可靠性和经济适用性

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在专业化技术和服务方面，四机公司借助于在压裂泵、高压管汇、机组控制的研制

优势，不断更新核心部件和系统物联网平台以适应压裂工艺的发展，为保障施工安全和

工程提质增效创造有利条件。 

（3）领先的技术水平为优化装备应用提供有效支撑 

四机公司压裂设备制造技术领先，其生产的 5000 型电动压裂装备采用大扭矩低速

电机和双泵结构，使压裂装备实现满功率低冲次的经济运行，装备的功率动用系数更高，

易损件寿命对比其他厂家提升 3 倍。其采用的单台电机驱动两台压裂泵，通过离合器可

在线独立运行，减少单台事故造成工程排量大幅下降的风险。此外，混砂双系统可实现



 

 

4 

 

供液和混砂两套流程，同时具有实现全部砂液的混合功能；SOFElink 压裂智能平台实

现了装备数据在线监测，通过装备运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为装备预防性维护和大数据

优化运营提供支撑。 

（4）压裂装备研发优势有助于推进公司电动压裂国际领先的步伐 

四机公司具有提供成套压裂装备制造和研发能力。依托国家“十三五”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四机公司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中车、江汉石油工程公司等多家合作单位，

建立了全套电动压裂装备研发体系，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技术及供配电方

案，成功实现整套机组高压区外集中操作，解决了深层页岩气开发的电动压裂装备井场

大功率供配电等技术难题。 

4、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该项目已经取得荆州市荆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湖北省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代码：2020-421003-35-03-061802），环境影响

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2042100300000106）。 

5、项目投资计划 

项目总计投资额为 33,872万元，其中工程设备投资 32,06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811

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32,000 万元将全部用于工程设备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 数量（台/套） 投资额（万元） 

一 工程设备投资  32,061 

1 压裂泵橇 36 27,468 

2 混砂橇 3 1,776 

3 仪表橇 3 1,212 

4 配液橇 3 1,605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811 

合计  33,872 

 

6、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年均收入预计增加 25,270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增加 2,775 万元，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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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7.96%，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4.83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系列工程 

1、项目概述 

公司拟投入 7,814 万元进行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项目由沙市钢管分公

司实施，建设地点为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具体建设内容包括螺旋焊管机组改造更新、

配套电液控制系统安装调试以及改扩建原螺旋焊管厂房。拟投入募集资金 7,280 万元，

全部用于工程设备投资。 

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二期工程以前次工程项目的高效螺旋焊管机为基础，拟

投入 12,916 万元用于新增 3 套螺旋焊管精焊机组、1 套钢管预焊后内清扫装置以及钢管

制造工艺配套流程优化。拟投入募集资金 12,720 万元，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投资。通过

二期工程，可以进一步建设精焊产能，实现沙市钢管分公司 15 万吨螺旋焊管产能的整

体升级。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多政策推动管网建设进入新一轮快车道 

2019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指出要将

跨境、跨省干线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纳入国家石油天然气规划，加强管网互联互

通。按照“全国一张网”的理念优化布局，提升管网输送能力，扩大管网覆盖范围。截

至 2019 年底，我国油气长输管道里程已达到 13.9 万公里。根据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油气管网规模将达到 24 万公里，

到 2030 年，我国油气管道总里程将达到 25-30 万公里，基本建成现代油气管网体系。

按照 2030 年我国油气管道总里程 30 万公里测算，2019-2030 年我国长输油气管道建设

速度有望达到 1.4 万公里/年，按每公里平均重量 430 吨测算，钢管需求量约为 600 万吨

/年，对应螺旋埋弧焊管需求量 300 万吨/年。国家油气管网建设将大力助推钢管需求量

的增加，钢管市场有望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2）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满足管线升级建设需求 

目前，我国已在管道、设备、控制系统等方面取得改进与突破，管道管径进一步增

大，压力进一步增强，钢级实现优化，关键设备和控制系统逐步实现国产化创新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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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设不断融入管道综合应用过程中。 

然而，受限于旧机组的负荷能力和加工精度，沙市钢管分公司所生产的螺旋焊管相

比较于先进管网的要求依然存在一定差距。此外，沙市钢管分公司现有螺旋焊管机组设

备老化，关键部件存在诸多问题，机组故障停机率较高。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取得沙特阿

美螺旋焊管市场准入证的供应商，沙市钢管分公司正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通过改造

更新螺旋焊管机组可以快速适应市场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盈利空间。 

（3）巩固行业领先地位，提高公司竞争力 

2019 年 12 月，国家管网集团正式挂牌，“X+1+X”产业链格局逐步确立，即上游

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环节统一通过管网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国家

管网集团将定期向社会公开剩余管输和储存能力，实现基础设施向用户公平开放。目前，

三大石油公司下属的制管企业在国家油气管网市场的占有率累计超过 80%。通过本次螺

旋焊管机组的改造升级，公司钢管产品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成本控制将有望得到全

方位提升，助力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巩固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多年经验积累奠定了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 

沙市钢管分公司作为石化集团唯一的油气焊管专业制造单位，经过四十多年的市场

耕耘和技术积累，具备了品牌、质量、一体化三大竞争优势，并成为沙特阿美在国内唯

一持续供应钢管的主力供应商。同时在川气东送、西气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都有

突出的业绩，在供水管、结构管等市场也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市场竞争优势明显。通过

本次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实施，公司产品质量将得到大福提升，有利于更好

的服务国家管网市场。 

（2）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拥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目前，国内螺旋埋弧焊管制造工艺仍然以“一步法”为主，要兼顾钢管成型和焊接

质量，生产速度较慢，用工及材耗较大。相比较而言，“两步法”工艺将钢管成型预焊

与钢管精焊分两步实现，成型效率高，管形好控制，焊接状态稳定，用工及材耗较小。 

 此次通过完成“两步法”工艺升级，能够提高螺旋焊管的生产效率、形状尺寸精

度、焊接接头质量，适应油气管道工程对高钢级厚壁钢管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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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先的研发能力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 

沙市钢管分公司生产埋弧焊管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在制管工艺和设备的研究和推广

应用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目前，沙市钢管分公司拥有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211

人，占职工总数的 35%，每年有数十项省部级、局级、厂级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在历次的管线钢新产品试制及重大管线工程钢管试生产中，均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本次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可以充分利用沙市钢管分公司现有的技术力

量和其他科研资源，从项目设备选型、工程设计、生产线投产等各个方面，通过技术手

段降低钢管制造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取得稳健的投资回报。 

4、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已取得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济发展局出具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代码：

2019-421004-31-03-037984），已取得荆州市生态环境局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

《关于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钢管分公司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荆开分环保审文[2019]70 号）。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二期工程已取得荆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济发展局出具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代码：

2020-421004-31-03-071254），已取得荆州市生态环境局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

《关于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审批意见》（荆开分环保审文[2021]7 号）。 

5、项目投资计划 

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总计投资额为 7,814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投资 7,731

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7,280 万元将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一 工程建设投资 7,731 

1 螺旋焊管生产线 6,395 

2 土建工程 793 

3 公用工程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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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投资额 

4 安全生产 21 

5 其他费用 349 

二 基本预备费 82 

合计 7,814 

 

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二期工程总计投资额为 12,916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投

资 12,791 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12,720 万元将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投资。具体投

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一 工程建设投资 12,791 

1 螺旋焊管生产线 12,027 

2 土建工程 300 

3 公用工程 380 

4 安全生产 14 

5 其他费用 70 

二 基本预备费 125 

合计 12,916 

 

6、项目效益分析 

（1）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工程： 

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新增年收入 6,468 万元，新增年均净利润 970 万元。该项目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8.46%，税后投资回收期 4.50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螺旋焊管机组升级更新改造二期工程： 

经测算，本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新增年收入 6,269 万元，新增年均净利润 1,511 万

元。该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4.57%，税后投资回收期 5.09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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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气田增压采收压缩机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1、项目概述 

压缩机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由三机分公司实施，建设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东西

湖区，预计投入 18,000 万元。主要为建设油气田增压采收系列化智能压缩机产业，以

五年为项目周期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石油石化压缩机制造商和一体化装备服务商。 

2、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国家战略和宏观趋势推动压缩机智能化发展 

从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看，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推动下，上游加大勘探开发投资将

成为长期态势。同时，国家放宽油气勘探开发和油气管网、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

储气调峰设施投资建设，鼓励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催生天然气开采注气增压、天然

气采收运维一体化、压缩机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建设迅猛发展，油气开发应用领域压缩

机需求强劲，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2）集输气增压市场、储气库压缩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在集输气市场方面，随着顺北、荣威、中江、南川页岩气等多个区块及项目开发的

提速，国家对页岩气压缩机的需求将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天然气调峰

需求持续增长，中原储气库群、江汉地库及各地方储气库项目建设进程加快，客观上将

会进一步拉动储气库压缩机市场快速增长。 

（3）开采条件趋于多样化，催生复杂机型新需求 

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和天然气产业不断发展，深层、深海、腐蚀环境以及其他苛刻条

件的油气田逐渐成为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对工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速推进石

油工程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高安全、低能耗发展的步伐。 

根据国内外油气田生产开发经验和趋势分析，当气井进入开采末期进入负压或微正

压小排量开采阶段，需单井增压开采模式提高采收率，其中煤层气、页岩气非常规天然

气领域需求尤为明显，对标准化螺杆式压缩机需求量较大。此外，近几年，在提升原油

采收率、注气恢复水淹井和稠油高压注气降黏等油气田增产稳产需求推动下，中国石化

西北局、中国石油青海油田等各大油田，对高压注气压缩机也提出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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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拥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项目实施主体三机分公司是往复式天然气压缩机、移动式车载压缩机、气体钻井增

压机等天然气装备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保运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厂家，也是

国内往复式天然气系列压缩机产量最高的厂家。主营压缩机产品适用于陆地和海洋环境，

产品具有故障率低、振动小、运转平稳、适应复杂工况的特点，三大石油公司及地方石

油公司为主要客户群体，在技术、市场上有着相当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实力。 

（2）具有雄厚的技术积累和强大的研发能力 

三机分公司于 1982 年进入压缩机领域，与通用电气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长江大学等开展压缩机控制、仿真分析等研究，对压缩机关键制造技术进行攻

关，现已形成九大系列、共约四十种机型品类布局，全面覆盖天然气开采、集输、储存、

利用全领域。 

近年来，三机分公司在国家科技部、工信部、石化集团的支持下，通过深层页岩气

开发关键装备与工具研制、文 96 储气库压缩机国产化研制、海洋大功率往复式压缩机

研制等多个压缩机项目研发，极大提升了开发能力，并在压缩机领域形成并掌握了高转

速压缩机设计技术、适应含硫及无油润滑压缩机设计技术、集成控制与远程诊断技术等

7 项关键技术，取得了近 30 项国家专利。此外，三机分公司还曾先后获得湖北省清洁

无害工厂、全国环境保护先进企业、中国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企业名牌产品、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等荣誉和认证。 

 4、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该项目已经取得武汉市东西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湖北省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代码：2020-420112-07-03-062981），环评手

续正在办理中。 

5、项目投资计划 

项目总计投资额为 18,00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8,000 万元将全部用于固定资产

及无形资产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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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一 固定资产投资 12,040 

1 产能升级加工设备 6,845 

2 主机装配优化设备 670 

3 成撬配套优化设备 2,485 

4 检测优化设备 800 

5 公共设施配套设备 1,140 

6 设备安装费 100 

二 无形资产投资 5,960 

1 信息软件系统 2,120 

2 产品智能监控与诊断系统 2,300 

3 智能服务与配件库 1,540 

合计 18,000 

 

6、项目效益分析 

油气田增压采收压缩机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后，生产经营期内，预计公司

平均新增年收入 15,000 万元，新增净利润 2,299 万元，内部收益率为 14.50%，投资回

收年限为 6.96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计划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3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

流动资金需求，从而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2、项目必要性分析 

（1）补充流动资金，保障公司持续发展 

目前公司正处于业务快速扩张的重要阶段，对资金有较高的需求，未来，随着业务

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支持公司未来日常经营和发展，巩固现金流，有利于增强公司持

续竞争能力，保障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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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面临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市场竞争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当风险给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时，保持一定水平的流动资金可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而在市场环

境较为有利时，有助于公司抢占市场先机，避免因资金短缺而失去发展机会。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满足公司经

营的资金需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法规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具备可行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系公司对主营业务的拓展和完善，是公司完善产业布

局、进一步夯实核心竞争力及拓展行业市场的重要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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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对公司开拓新的业

务板块、丰富公司业务结构及产品品种、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提高偿债能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财务稳健性，推动公司持续稳健经营。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短期内无法充分释放，

从而导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从长远来看，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工及其他业务的拓展，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未来有

望得到较大幅度提升。 

 



 

 

13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可行性结论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和战略发展目标，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经营规模，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合

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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