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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197,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使

用金额 

实施主体 

1 
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热电联产扩建项目 
217,976 140,000 佳兴热电 

2 

年产 15 万吨表面活性

剂、20 万吨纺织专用助

剂建设项目 

205,000[注] 57,000 恒翔新材料 

合计 422,976 197,000 - 

注：项目备案总投资额为 29,289 万美元，使用的汇率为 7 人民币元/美元。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

用金额，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解决。 

募集资金原则上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

下，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调整。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不含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实际已发生的投资额部分）。 

二、项目方案概述及可行性分析 

（一）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扩建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内容 

本项目位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供热片区，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工作的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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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桐昆集团在如东投资建设年产 500 万吨 PTA 及 240 万吨新型功能性纤维

石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的引进，片区内两个公共热源点的供热蒸汽压力等级、流量

等参数无法满足嘉通能源石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用热高参数以及流量的需求。因此，

迫切需要对供热片区内已建成或已批复的热源点进行扩建，重点保障嘉通能源石

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等重要用热企业的基本热需求，从而极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同时考虑到现有热源点的扩建条件、规避长距离输送高参数蒸汽带来的安全风险，

拟对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进行扩建，扩建项目选址位于工业区

西部、靠近用热大户（嘉通能源石化聚酯一体化项目）负荷中心。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如东县热电联产规划（2018-2020）洋口港经

济开发区供热片区调整方案>的通知》（苏发改能源发[2019]903 号），同意对江

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实施扩建，与如东产业园热电联产项目共同

作为片区主力热源点。 

本项目为地区性热电厂，主要满足南通地区供热、供电需要，同时兼顾接入

地电网的用电需求，所发电力可在南通当地消纳。 

本期项目新建 6×270t/h+1×120t/h 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B10MW 背

压机+2×CB30MW 级抽背式汽轮机及其配套辅助设施。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本项目建设满足解决区域供热、推进热电联产的要求，同时解决桐昆

集团投资项目的用热的需求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2005 年 6 月，2007 年经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厅批准同意，参照省级开发区进行管理，2009 年 5 月与长沙镇实施镇区一体化

管理。全区规划面积 216km2，规划有海上作业区、临港工业区、物流园区和港

口新城区四大功能区，主导产业为石化、能源、冶金及现化物流。 

近年来，如东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前如东县正积极开发拓展洋口港经济

开发区，工业企业逐步向开发区、园区集中，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负荷需求将大

大增加，特别是最新引进桐昆集团在如东县投资建设的年产 500 万吨 PTA 及 240

万吨新型功能性纤维石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目前片区内的公共热源点的供热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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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等级、流量等参数已经无法满足桐昆集团投资项目的用热高参数以及流量的

需求，故对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提出了扩建公用热电厂的要求，保障项目所需热负

荷供应。 

本项目的实施，可有效解决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特别是桐昆集团投资项目的热

负荷需求。 

（2）改善地区环境、促进节能减排的需要 

本项目采用背压机组供热，单位标准煤耗远远低于江苏省 2018 年的供电煤

耗标准。 

本项目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政策，项目除尘、脱硫、脱硝系统设计按照燃气轮

机组排放限值设计，能够有效降低烟尘、灰渣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符合国家节

能及环保相关政策要求。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可显著提高地区能源供应热效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

污染物排放水平，为将南通市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提供助力。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符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燃煤热电联产背压机组，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属于鼓励类第四项“电力”中第 3 款“采用背压（抽背）型热电联

产、热电冷多联产、30 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范畴；对照《煤

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2~2020 年）》（发改能源【2014】2093

号）；属于鼓励类第六条“积极发展热电联产。坚持‘以热定电’，严格落实热负

荷，科学制定热电联产规划，建设高效燃煤热电机组，同步完善配套供热管网，

对集中供热范围内的分散燃煤小锅炉实施替代和限期淘汰。在符合条件的大中型

城市，适度建设大型热电机组，鼓励建设背压机组”的范畴。 

同时本项目符合《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17 号）其中第

十九条“工业热电联产项目优先采用高压及以上参数背压热电联产机组”。 

综合而言，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方向。 

（2）符合地方政府对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供热片区的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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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供热片区，该片区供热范围包括洋口港经济开

发区，临港工业区等区域，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工作的加大，特别是嘉通能源石

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的引进，区内热负荷急剧增加，现有热源点江苏省洋口港经济

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与如东产业园热电联产项目供热能力不能满足片区热负荷

发展的需求，且供热蒸汽参数不能较好的匹配嘉通能源石化聚酯一体化项目热负

荷需求，在其现有生产区域内的公共热源点扩建热电机组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对

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供热片区的规划要求。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如东县热电联产规划（2018-2020）洋口港经济

开发区供热片区调整方案>的通知（苏发改能源发[2019]903 号）也明确同意对江

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实施扩建，与如东产业园热电联产项目共同

作为片区主力热源点。 

（3）本项目已满足各类项目建设实施所需的条件 

本项目在燃料供应、接入系统、水源、建设场地、防洪排涝、岩土工程、厂

址水路、公路运输等多个方面都做好了详细的论证及充分的准备，可以保证项目

的顺利实施，故充分的准备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4、实施主体及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佳兴热电，为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二级子公司。 

本项目建设投入包括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其他费用等。

项目总投资 217,976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52,235 万元，设备购置费 78,936 万

元，安装工程费 43,487 万元、其他费用 43,318 万元。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40,000 万元，剩余投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5、项目效益分析评价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5 年，项目总投资 217,976 万元。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1.03%，预计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 10.24 年，建设

该项目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5 

 

6、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获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省洋口港经

济开发区热电联产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行审批[2020]49 号）。 

同时，本项目的环境影响及保护情况已经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省生态环

境厅关于对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苏环审[2020]18 号）。 

本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 81,487.70 平方米，佳兴热电已通过出让方式向如东

县自然资源局取得位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北横河南侧、中隔堤路西侧地块，该土

地面积为 81,487.70 平方米，取得了苏（2020）如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5958 号不

动产权证书。 

（二）年产 15 万吨表面活性剂、20 万吨纺织专用助剂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内容 

化纤工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是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重

要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化纤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化纤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二以

上。桐昆集团作为化纤行业龙头企业，一直致力于主业化纤业务的做强做大，随

着化纤主业的不断发展，相应的各类辅料包括化纤油剂等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对提升桐昆集团产品品质、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有着重

要的积极意义，为桐昆集团带来更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表面活性剂可用于纺织助剂、日用化学品、清洁清洗化学品等，随着人们对

生活指数的提高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下游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从而带来洗涤

表面活性剂市场需求的膨胀，表面活性剂行业的销售回升明显，供求关系得到改

善，行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同时，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

针下，表面活性剂面临巨大的市场投资机遇，行业有望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形成 15 万吨/年表面活性剂及 20 万吨/年的纺织助剂

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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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 

（1）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桐昆集团进一步完善产业链，降低整体的生产成

本 

目前，桐昆集团通过不断发展，已经具备 700 多万吨的涤纶长丝的生产能力。

未来南通如东洋山港 500 万吨 PTA 项目和 240 万吨的差别化纤维项目和江苏沭

阳年产 240 万吨长丝（短纤）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一方面大大增强桐昆

集团的总体竞争能力及产业链上下游整合需求，另一方面也对纺织用表明活性剂

和纺织助剂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本项目所涉及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纺丝过程及后加工等过程中，是桐昆集团产

业布局中的重要环节，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大大提升表面活性剂及纺织助剂的

生产能力，一方面有利于桐昆集团产业链的完善，并降低桐昆集团整体的生产成

本，有助于提升其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将公司多年来在表明活性剂和纺织助剂

市场中优势进一步扩大，扩大在该领域的销售规模，为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 

（2）有利于加快我国高端油剂的产业化进程，提高差别化涤纶油剂的国产

比率 

目前，国产纺织印染助剂的自给率虽然已经达到 90%左右，但只适应中、低

档纺织品的需要，我国纺织印染助剂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制造技术和品种开发都

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纤维助剂的发展将会体现在绿色、环保、安全、高效、节能等方面，满足这

些新特征的新型绿色的印染助剂将在未来逐渐替代现有市场，市场空间巨大。 

桐昆集团在油剂产品的生产中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公司研究生产纺丝油剂

至今已有二十年，从配方的设计、原料分子设计到关键原料的生产、油剂的复配

生产以及品质控制全部自主完成。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产品应用试验基地，经过

不断的优化调整改进试验，从小试到中试再到工业化生产，成功一个稳定一个，

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已于 2018 年 5 月将纺丝油剂全系列油剂全部国产化，属

于国内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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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规格上看，桐昆集团的纺丝油剂在纺丝产品规格上涵盖了圆孔、扁平、

三叶异型、纺棉、有色丝、多功能丝，从使用性能上看，完全可以替代进口油剂。 

桐昆集团作为拥有核心纺丝油剂技术的企业之一，填补了国内纺丝油剂技术

的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公司的垄断，本项目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化纤工业

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辅料供应保障，有利于加快我国高端油剂的产业化进程，提

高差别化涤纶油剂的国产比率。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国家的政策指导方向 

本项目符合国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

力、加强环保和节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本项目属于国家发改委《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第一类（鼓励类）第十一项（石化化工）

第 6 条“专用中间体、助剂的开发与生产。” 

（2）本项目的新增产能部分用于集团自用，同时原料采购便捷，利于本项

目顺利实施 

本项目涉及的产品可以用于桐昆集团自身的生产环节，也可以对外进行销售。

目前桐昆集团对于纺织助剂的需求量较大，公司纺织助剂的产能仍不足以满足自

身使用的需求，同时公司多个涤纶长丝项目正在建设及筹备中，未来随着涤纶长

丝的产能进一步释放，桐昆集团对于纺织油剂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同时，公司依托桐昆集团行业内的影响力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销售渠道，并在

表面活性剂及纺织助剂领域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对于内部不能消化的产能可以

通过市场进行消化。 

此外，本项目的主要原材料环氧乙烷可以向区内企业三江化工就近管输采购，

脂肪醇也可就近向嘉化能源采购，实现区域化工园区产业链的整合，实现多方互

赢及区域经济良性发展。 

4、实施主体及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恒翔新材料，为桐昆集团全资二级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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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投入包括土建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用、安装工程费用、其他工

程费用、流动资金及研发资金等支出。项目总投资 205,000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

费用 34,215.30 万元，设备购置费用 54,486.00 万元，安装工程费用 14,340.00 万

元，其他工程费用 24,983.97 万元。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剩余投

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5、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预计建设期为 3 年，项目总投资 205,000 万元。本项目总投资的财务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7.96%，预计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含建设期）为 7.18

年，项目收益良好，建设该项目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6、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本 项 目 已 在 海 盐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进 行 备 案 ， 备 案 号 为

2020-330424-26-03-102949。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及保护情况已经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浙江恒翔新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表面活性剂、20 万吨纺织专用助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嘉环盐建[2020]29 号）。 

恒翔新材料已通过出让方式受让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盐县19-162号地块），

该土地面积为 133,244.00 平方米，取得了浙（2020）海盐县不动产权第 0003932

号不动产权证书。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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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

净资产规模均有所增长，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本次发行是公司保持可

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随着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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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效使用，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促进公司健

康发展。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发展

规划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具有较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公司在技术、人力、管理、资金等资源上有良好的保障，通过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必要的、可行的。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