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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峰化学”）为增强盈利能力、

提升核心竞争力，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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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30 万吨差别化氨纶扩建项目 436,000.00 280,000.00 

2 115 万吨/年己二酸扩建项目（六期） 275,500.00 220,000.00 

合计 711,500.00 500,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

提下，公司董事会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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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进行适当调整。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

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

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30 万吨差别化氨纶扩建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公司的市场

竞争优势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拟在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建设年产 30 万

吨差别化氨纶扩建项目。 

本项目将分为年产 5万吨扩建项目和年产 25万吨扩建项目，分期开展建设，

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及配套的公辅工程、环保工程及储运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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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稳固自身行业领先地位 

近年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扩大，国内氨纶行业步入了快速

发展期。根据中国化纤信息网发布的《2020 氨纶产业链年报》，2012 年至 2020

年，国内氨纶行业产能由 47.7 万吨/年增长至 87.15 万吨/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82%。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氨纶生产国和消费国，2020 年全球氨纶产能为

122.3 万吨，其中中国国内产能为 87.15 万吨，占比约 71%。 

公司是国内氨纶行业发展最早、技术最成熟的企业之一，氨纶产量位居全国

第一、全球第二，在圆机、经编、包纱等氨纶主要应用领域竞争优势明显，具有

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形成了高回弹经编氨纶、耐高温氨纶、耐氯氨纶、黑色氨纶、

纸尿裤用氨纶等差异化氨纶系列产品。 

本项目建成后，公司氨纶产能将显著提升，有利于公司应对下游市场日益增

长的需求，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稳固自身行业领先地位。 

（2）行业优胜劣汰趋势加剧，扩产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近年来，氨纶行业龙头企业技术进步加快。一是采用了多头纺、高速纺工艺

技术，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氨纶最早从国外引进时，纺丝卷绕头

采用 16 头、24 头，速度 400m/min，而现在已发展到 60 头、64 头、80 头、96

头、120 头，速度达到 900m/min 以上。二是节能减排技术得到发展，采用了更

加节能的设备和技术，如纺丝溶剂回收系统热管余热利用技术、新型原液脱泡技

术、高效精制技术、甬道电伴热技术等。三是加快差异化产品开发，耐高温、耐

氯、低温定型、抗菌、高回弹、纸尿裤、低温定型、酸性易染等氨纶开发，扩展

了氨纶应用范围，提高了附加值。四是自动化信息化技术运用，自动落筒、自动

包装、立体仓库等技术的运用，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人力成本。 

目前，不少中小企业生产能力相对落后，仍然停留在纺丝卷绕头 24 头，纺

丝速度在 800m/min 以下，主要生产普通氨纶产品。随着氨纶行业龙头企业技术

进步和优势进一步发挥，规模实力弱、技术升级慢、运行成本高的企业将面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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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竞争压力甚至被淘汰。因此，在整个市场落后产能面临淘汰的格局之下，本次

募投项目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3）公司现有产能难以满足产销需求 

公司差别化氨纶纤维的产销量逐步增加，现有场地和设备难以满足未来产销

需求，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具有必要性。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差别化氨纶性能优异、应用广泛 

公司是行业内差别化氨纶产品系列最为丰富的企业之一，应用领域广泛，客

户群体丰富，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氨纶下游织造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圆机、经编主要用于制作内衣、健美服、

泳装、袜子等，包纱主要用于休闲服、牛仔裤等，织物具有良好的横向弹力和纵

向弹力，面料花边主要用于装饰花边、松紧带等。 

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展，未来市场对于差别化、功能性、附加值高的氨纶纤维

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低成本、环境友好、高附加值的差别化氨纶将会是开发的

重点，如高伸长和高弹力并存的氨纶、提高织物色牢度的彩色氨纶、提升服装舒

适性的芳香氨纶、异性截面的吸湿排汗氨纶、中空的保暖氨纶以及多种功能复合

的高性能氨纶等产品需求迅速增长。开发差别化氨纶，必将会提升氨纶的应用价

值和扩大其应用领域。此外，差别化氨纶具有广阔的差异化发展潜力，目前在医

疗等产业领域应用占比增加，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2）差别化氨纶市场前景旷阔 

我国氨纶主要应用于纺织服装等领域，氨纶常常与其他纤维混合使用以改进

纺织布料的性能。短期来看，受新冠疫情带来的消费萎缩压力传导影响，2020

年上半年国内外氨纶市场需求整体较为低迷，但自 2020 年下半年起发生需求反

转增长，主要系疫情下口罩、防护用品及运动、居家、床品、保暖等多种下游产

品需求快速增长所致，尤其在部分海外市场订单转向国内、国内出口量明显增加

后，国内氨纶库存位于两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厂家供应依旧偏紧。此外，长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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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随着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高档面料和穿衣舒适性的要求越来

越高，因而促进了近年来运动类弹力面料增长，并带动了氨纶市场整体需求。 

随着消费者对于产品舒适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常规氨纶的回弹性、耐汗、耐

水等性能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开发高性能、差别化和功能化的高档氨纶产

品成为氨纶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市场对差别化氨纶产品的消费需求将进一

步增加，从而推动氨纶企业差别化产品产能的提升。公司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

及时建设差别化氨纶项目可以有效改善公司氨纶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公司的行业积累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公司主导产品均属于行业龙头，在品牌、技术、市场

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经营稳健，产品竞争优势突出，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供有力保障。 

公司商标“千禧”为浙江省著名商标，“千禧牌氨纶丝”被浙江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公司多年来在行业内的深厚积累，持续为客户提

供优质产品，公司及其产品已在下游行业中形成良好口碑，具有明显的全面竞争

优势，市场地位领先，客户粘性较强。 

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集生产工艺研究和产品应用研究于一体的研发、生产与

技术服务体系，对研发及生产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已主

导或参与起草多项氨纶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和协会标准，并均已发布实施。

公司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研究院，并参与建设华峰集团有限公

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先后取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项

目和国家 863 计划成果转化项目等数十项国家级、省市级科研成果。公司采用先

进的生产工艺，有效平衡物料耗用、促进副产物的再利用、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

并通过改善工艺流程、提升过程控制，使产品收率提高、单耗下降。 

公司氨纶产量和销量均居行业前列，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一是公司拥

有非常明显的规模优势，不但能降低各项期间费用和固定成本的分摊比例，还能

形成较大的原材料采购规模，提升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采购成本。二是公

司拥有完善的国内外营销网络，有利于公司为客户提供及时的产品和服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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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客户群体丰富，客户粘性较强，为公司未来扩大产销规模提供了重要的市场

基础。 

4、项目实施主体及地址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公司将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以向该公司增资或借款的形式实施本项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 

5、项目投资概算和效益评价 

本项目投资总额 436,000 万元，其中年产 5 万吨扩建项目工程建成达产后静

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6.50 年（包括建设期），年产 25 万吨扩建项目工程建

成达产后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7.22 年（包括建设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 

6、募投项目用地和备案事项 

本项目将分期开展建设，其中年产 5 万吨扩建项目工程位于重庆氨纶原厂区

预留用地，年产 25 万吨扩建项目位于新增用地，新增用地相关程序尚在办理过

程中。 

本项目已取得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项目代码：2101-500102-04-01-992968），并取得了重庆市涪陵区生态

环境局出具的《重庆市涪陵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涪）环

准[2021]023 号）。 

（二）115 万吨/年己二酸扩建项目（六期）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建设 115 万吨/年己二酸扩建项目（六

期）。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年产 40 万吨己二酸装置以及环己醇装置、硝

酸装置、醇酮装置和制氢装置等。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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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尼龙产业国产替代，突破国外巨头垄断格局 

己二酸下游产品尼龙 66 是性能优秀的工程塑料和纤维原料，广泛应用于机

械、电子电气、仪器仪表、汽车部件、铁路、扎带、家电、纺织、安全气囊、轮

胎帘子布等领域。中国有望在未来成为尼龙 66 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尼龙 66 主要原料为己二腈（转化为己二胺）和己二酸。其中己二腈生产工

艺较长，催化剂体系复杂，技术壁垒非常高，目前己二腈产能基本集中在国外，

具有高度垄断性。由于长期受控于国外厂商，我国尼龙产业发展和产品竞争力受

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影响。 

近年来，我国己二腈关键技术突破出现曙光，多家企业在国内陆续投产己二

腈项目。随着关键原料己二腈的国产化，未来国内尼龙 66 产能有望大幅提升，

进口依存度也会逐步下降，将充分带动国内己二酸市场需求。作为己二酸行业龙

头，本项目将依靠公司自身技术、规模和成本优势积极进行己二酸扩产，增加下

游尼龙产业原料供应，进而推动下游尼龙产业发展及国产替代进程。 

（2）抓住可降解塑料市场机遇，规划落实己二酸产能布局 

己二酸下游产品 PBAT 属于石化基生物降解塑料，既有较好的延展性和断裂

伸长率，也有较好的耐热性和冲击性能，是可降解塑料研究中非常活跃和市场应

用最好降解材料之一，主要应用市场包括塑料包装薄膜、农用薄膜、一次性塑料

袋和一次性塑料餐具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将“白色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列

为重点改革任务。2020 年 1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

改环资〔2020〕80 号），该文件明确了 2020 年、2022 年和 2025 年治理“白色污

染”的各阶段目标，到 2025 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

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

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为全面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决策部署，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出台塑料

污染治理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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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各地“禁塑令”政策的逐步制定和执行，可降解塑料对传统塑料的

替代进程将全面加速，可降解塑料产业链迎来了新的市场机遇。目前国内 PBAT

在建和规划产能超过 800 万吨，呈现大幅扩张趋势。受到 PBAT 产能扩张影响，

预计 2025 年国内己二酸需求有望在当前消费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增长。 

（3）公司现有产能难以满足产销需求 

公司己二酸的产销量逐步增加，现有场地和设备难以满足未来产销需求，因

此本次募投项目具有必要性。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项目建设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己二酸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在行业深耕

多年，经验丰富，已成为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了较高的核心竞争力壁垒。公司己

二酸产品品质优良，规格品类丰富，主要用于生产聚酯多元醇、尼龙 66、可降

解塑料等，能够满足各种应用场合的需要，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其中，中国市场

己二酸的最大消费领域仍是聚氨酯板块，尼龙 66 和可降解塑料则是未来需求快

速增长的应用领域。 

公司已具备年产 42 万吨聚氨酯原液的生产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基于

规模化的产业链集成优势，公司己二酸产品能够通过装置优化和业务协同形成一

定成本优势，有利于本项目实施。同时，随着关键原料己二腈的国产化以及国内

各地“禁塑令”政策的逐步制定和执行，国内尼龙 66 和可降解塑料的应用需求

有望大幅提升，充分带动国内己二酸市场需求。 

本项目建成后，公司己二酸产能将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公司应对下游市场日

益增长的需求，为未来业绩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工艺路线具有可行性 

己二酸的工业生产方法主要有环己烷法、环己烯法、苯酚法、丁二烯法，其

中苯酚法经济性较差，丁二烯法工艺技术尚不成熟，环己烷法和环己烯法是目前

绝大部分生产厂家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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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己烷法是目前海外己二酸厂家主要采用的方法，而我国己二酸行业近几年

环己烯法生产装置显著增加，且占比较大。环己烯法是以苯为原料，对苯进行选

择加氢生成环己烯，经水合生产环己醇，再用硝酸氧化生成己二酸。相比环己烷

法，环己烯法能耗原料消耗更低，收率较高，产品质量好，几乎不产生三废污染，

反应在水相中进行，反应过程缓慢，工艺上更加安全，且具有更高的操作稳定性。 

目前，公司已实现通过环己烯法量产己二酸，该项工艺属于国内先进生产技

术，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循环经济的优势，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本项目也将采用环己烯法生产己二酸，工艺路线具有可行性。 

4、项目实施主体及地址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孙公司重庆化工。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

向该公司增资或借款的形式实施本项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 

5、项目投资概算和效益评价 

本项目投资总额 275,500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后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26 年（包括建设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6、募投项目用地和备案事项 

本项目涉及新增用地，新增用地相关程序尚在办理过程中。 

本项目已取得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项目代码：2020-500102-26-03-150567），环评批复相关程序尚在办理

过程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 30 万吨差别化氨纶扩建项目和 115 万吨/年

己二酸扩建项目（六期）。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氨纶和己二酸产能将进一步提

升，有利于应对下游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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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稳固自身行业领先地位，增强公司

的长期竞争优势。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

金实力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增强经营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有效

保障。 

由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利润有可能

无法与股本和净资产同步增长。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

等财务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随着本次募投项目逐步建设完

成并有效实施，公司主导产品的领先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有利于提升公司未

来的经营业绩并为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公司的现

实情况和战略需求，具有实施的必要性。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增强公司业务规模，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根本利益。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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