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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贯彻实施整体发展战略，做强

做优主业，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申请，在中国境内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以募集资金。 

公司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70,000 万元（含发行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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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主体 拟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1 
湖北三棵树年产 100万吨涂料

及配套建设项目 

湖北三棵树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136,727 76,000 

2 

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一

期一阶段） 

福建省三棵树

新材料有限公

司 

250,429 104,000 

3 
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涂料

生产及配套建设四期项目 

安徽三棵树涂

料有限公司 
157,462 84,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 106,000 106,000 

合计 650,618 37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

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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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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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分析 

 

（一）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企业市场声誉的需要 

水性涂料作为建筑涂料行业主要应用的涂料品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全

球范围而言，水性涂料市场在全球涂料制造市场中份额最大，达 40%以上，随着

国内水性涂料的大力推广及环保政策的扶持，水性涂料市场需求及产量呈现持续

增长的趋势。目前不少知名涂料企业纷纷加大了水性涂料的研发力度，不断改进

和提升产品性能，并加大了产品推广和品牌宣传。公司作为涂料行业的领军品牌

企业之一，同样力争在水性涂料的发展当中不断在技术革新及产业化上寻求突破，

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丰富公司的生产线布局，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

而促进水性涂料的产业化发展和产业链竞争模式的转变，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充分利用产业升级的机会，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随着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涂料行业的环保要求不断趋严，同时加上人力成

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中小企业将难以为继并逐步退出市场竞争，而少部

分拥有技术优势、产品创新、品牌积累的涂料企业将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行业自

身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因此将不可避免；另外，行业内以收购和兼

并为主要形式的整合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近几年国内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内涂料行业的洗牌，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长

远发展。面对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有利时机，公司适时扩

大产能，增强公司的规模扩张能力，以便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行业当中的市

场地位。 

（三）提升资本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保持持续增长。随着市场竞争

的加剧，公司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面临着营运资金压力，营运资金不足将成为制

约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以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未来业务

增长的资金需求。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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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改善公司

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升盈利水平，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检查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加快公司技术创新 

2020 年 4月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扩大内需，加强传统基础设

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印发，

指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

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基建

投资的增加和基建的发展有助于增加涂料需求，促进涂料行业发展。 

此外，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支持和鼓励涂料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国家火炬计划优先发展技术领

域（2010年）》将开发“环境友好型涂料：重点支持水性涂料、低 VOC涂料、涂

料用原材料及助剂”列为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版）》在第十一石化化工中则明确鼓励“水性木器、工业、船舶用涂料，高固体

分、无溶剂、辐射固化涂料、低 VOCs 含量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涂料”。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加快公司的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的优化升级，正是公司积极

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体现。 

（四）下游行业需求空间巨大 

随着美国住宅市场需求增长停滞的趋势正向西欧蔓延，也预示着这些地区涂



4 

 

料需求将随之放缓。但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部分东欧国家，涂料市场前景

一片光明，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建筑业正处于兴旺期，因此，西方各大涂料公司和

他们的原料供应商，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寻找各种途径进入亚洲、东欧和南美地

区新兴的工业化市场。根据世界油漆与涂料工业协会(WPCIA)数据显示，除 2015

年外，2012-2019年全球涂料市场整体增长趋势。2019年，全球涂料市场销售额

为 1,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 

中国涂料产量分布早期集中在广东及长三角地区，根据历年产量数据对比，

“十三五”期间河北、福建、四川、河南、湖南、湖北、安徽、辽宁等省均保持

了高增速。可见涂料主要产地分布逐步与国家产业转移方向相一致，有利于涂料

行业可持续发展。公司拥有顺利实施本项目的坚实基础。 

（五）国内涂料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将加快优胜劣汰，集中度逐步提升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推进，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较快，涂料行业

也随之发展加快。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包括城市群规划、都市圈

建设、新生中小城市培育、特色小镇发展，同时先后出台旧城改造、城镇保障性

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乡村振兴等政策，成为涂料需求新的增长点。特别是 2019

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及老旧小区改造，其将为涂料市场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2017

年住建部对广州等 15个城市开展了老旧小区试点改造，《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李克强总理提出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并在 6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部

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顺应群众期盼改善居住条件，老旧小区改造有望加速。

另据第十一届全国既有建筑改造大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约有 4,300万户家庭

居住在 16万个老旧小区内，建筑面积近 40亿平米。老旧小区改造将为涂料、防

水材料、保温材料及辅料带来新的市场机遇，若再带动室内翻新将释放更大的空

间。 

此外，居民消费升级加速，带动家装重涂、高端环保涂料市场发展，高品质

的产品和施工服务将越来越受欢迎。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湖北三棵树年产 100 万吨涂料及配套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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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投资明细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36,727 万元。公司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76,000 万元用

于该项目的建设。具体的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89,328 65.33% - 

1.1 建筑安装工程费 37,754 27.61% 

76,000 1.2 工艺设备购置费 34,126 24.96% 

1.3 其他费用 9,457 6.92% 

1.4 工程预备费 6,507 4.76% - 

1.5 建设期利息 1,484 1.09% - 

2 流动资金 47,399 34.67% - 

3 总投资 136,727 100.00% 76,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湖北三棵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4.47%，项目投资回收期（税

后，含建设期）为 5.80 年，经济效益良好，建设该项目对公司的发展有较好的

促进作用。 

4、项目备案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展开前期准备工作，立项备案、环评批复已取得。 

（二）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新材料综合产业园项目（一期一阶段） 

1、项目投资明细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50,429万元。公司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04,000 万元用

于该项目的建设。具体的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147,040 58.72% - 

1.1 建筑安装工程费  53,979  21.55% 

104,000 1.2 工艺设备购置费  67,361  26.90% 

1.3 其他费用  12,543  5.01% 

1.4 工程预备费  10,711  4.28% - 

1.5 建设期利息  2,446  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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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动资金 103,389  41.28% - 

3 总投资 250,429  100.00% 104,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建设周期为 12 个

月。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6.82%，项目投资回收期（税

后，含建设期）为 5.66 年，经济效益良好，建设该项目对公司的发展有较好的

促进作用。 

4、项目备案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展开前期准备工作，立项备案、环评批复已取得。 

（三）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涂料生产及配套建设四期项目 

1、项目投资明细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57,462 万元。公司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84,000 万元用

于该项目的建设。具体的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96,805 61.48% - 

1.1 建筑安装工程费 39,273 24.94% 

84,000 1.2 工艺设备购置费 42,483 26.98% 

1.3 其他费用 6,602 4.19% 

1.4 工程预备费 7,069 4.49% - 

1.5 建设期利息 1,378 0.88% - 

2 流动资金 60,657 38.52% - 

3 总投资 157,462 100.00% 84,000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计划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0.59%，项目投资回收期（税

后，含建设期）为 6.46 年，经济效益良好，建设该项目对公司的发展有较好的

促进作用。 

4、项目备案环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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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展开前期准备工作，立项备案、环评批复已取得。 

（四）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中 106,000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公司现有的资金情况、实际运营资金需求缺口以及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整体规模适当。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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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

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建设建筑

涂料（墙面涂料）、木器涂料、防水材料、一体化板及基辅材等生产基地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通过产能扩张增强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供应能

力，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有利于完善公司的区域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销售

规模与盈利能力，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补

充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现金流，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和盈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本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

和财务风险将进一步降低，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

时，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收入与净利润将进一步增长。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随着上述募投项目

实施完毕，公司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完善市场布局，全方位增强业务发展能

力，扩大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增强公司未来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将大幅增加。随着本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