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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及配套建设

项目。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整合母公司市场资源，拟将其建设

成为一处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生产基地，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满足日

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全面提升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

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促进行

业转型升级，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进程。 

（二）建设地点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区。 

（三）建设内容 

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生产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

52,700 吨，配套建设染料用原料生产能力 49,000 吨，滤饼（染料半

成品）生产能力 26,182吨；二期工程生产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 27,300

吨，配套建设染料用原料生产能力 15,000 吨，滤饼（染料半成品）

生产能力 9,864 吨。项目全部建成后，达到全厂综合产能 18 万吨的

规模，其中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 80,000 吨，配套建设染料用原料生

产能力 64,000 吨，滤饼（染料半成品）生产能力 36,046 吨。 



第二章 投资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投资为 100,926.05 万元，二期工程建设投资

为 47,293.81 万元。此外，建设期利息 4,037.50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19,476.64 万元，故项目总投资合计为 171,734.00 万元。 

二、项目资金筹措 

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银行贷款 5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9.11%；企业自筹资金 121,734 万元，占总投资的 70.89%。 

第三章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一）染料产品的应用领域广泛，随着市场对染料应用性能要求

以及环保节能要求的日益提高，环保节能型染料受到大范围市场的认

可。 

染料指能使纤维、纺织品、纸张、木材、皮革等材料着色的一类

有机化合物。染料能溶于水、有机溶液等溶剂形成染液，染色即染料

分子通过物理吸附、化学反应等方式从染液转移到纤维等染物的过程。 

染料分为天然染料、合成染料两大类，其中合成染料相对于天然

染料优势明显。合成染料种类繁多，根据化学性质、应用方法的不同

可分为分散染料、活性染料、硫化染料、还原染料、酸性染料等类型。

分散染料与活性染料是两类主要的合成染料。分散染料在染液中呈分

散体状态，是唯一能应用于涤纶的染料，再加上其染色牢度高的优势，

在染料市场中占据最大的份额。活性染料的特点为能利用其染料分子



上的活性官能团与纤维等染物分子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实现染色过程，

可广泛应用于棉麻、粘胶等纤维素纤维以及羊毛、蚕丝等蛋白质纤维，

同时能成为一些高毒性染料的替代品，因此在染料市场中的份额仅次

于分散染料。其他类型的染料包括主要应用于纱线、坯布等工业用布

染色的硫化染料、主要用于腈纶染色的阳离子染料等，其市场影响力

相对较小。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染料的色牢度、应用性能和环境与生态保护要

求以及节能减排要求的日益提高，加上新纺织纤维和新印染技术的不

断涌现，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新染料的开发，集中有利于安全、

健康、节能、减排、坚牢、经济和方便性等的品种创新上。新染料开

发的重点是活性染料、分散染料和酸性染料等，它们分别用于纤维素

纤维、聚酯纤维、聚酰胺纤维和羊毛的染色与印花，覆盖了近 90%

的纺织纤维，其中又特别着重于量大面广的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 

染料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纺织纤维的着色，同时也广泛地应用

于塑料、橡胶、油墨、皮革、食品、造纸等工业，对丰富人们的物质

生活和文化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分散染料在光学和电学等

方面的特性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步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医

疗技术等现代高科技领域中渗透，受到大范围市场的认可。 

（二）染料行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产业，国家颁布多项相关规划

和扶持政策推动染料行业的健康发展。 

染料行业是化工行业的重要分支之一，染料工业所生产的各类染

料、有机颜料等广泛应用于纺织、食品、皮革、轻工产品、涂料、油



墨等各个领域。染料最大的应用领域是纺织印染行业，纺织工业是国

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

染料行业作为其相互依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早在“十二五”时期，染料行业的发展基调就已经定下。由于染

料行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产业，国家产业政策大力引导染料行业加大

技术投入，支持染料行业从传统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

集约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2013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明确了我国产业结

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其中将“高固着率、高色牢度、高提升性、高

匀染性、高重现性、低沾污性以及低盐、低温、小浴比染色用和湿短

蒸轧染用的活性染料，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洗涤牢度、高染

着率、高光牢度和低沾污性（尼龙、氨纶）、小浴比染色用的分散染

料，用于聚酰胺纤维、羊毛和皮革染色的不含金属的弱酸性染料，高

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的开发与生产”列入鼓励类投资项

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制定了《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二五”

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制定了《纺织工业“十二五”

科技进步纲要》，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制定了《染料工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纲要》等有关扶持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染料工业的发展，特

别促进我国环保型、高档次、特色化染料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运用。 

“十三五”时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制订了《纺织工业“十三

五”科技进步纲要》《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业

和信息化部制订了《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制订了《染料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有关政

策，指明了染料行业未来发展方向，致力于提升行业水平。 

项目主要产品为新型安全环保染料滤饼，属于功能性精细化学品，

符合国家颁布的各项规划和政策。 

（三）项目承办单位建设项目的各项竞争优势突出，为项目建设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发展前景广阔。 

项目承办单位山东安诺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上海安诺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集团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拥有多个自主品

牌、多项发明专利和科研成果，是行业的知名品牌企业。 

（1）技术优势：集团公司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现拥有大批

国内外优秀的技术研发人才，配备国际先进的实验研发仪器设备和国

际先进的染料研发、检验及纺织品各类牢度指标检测等仪器设备，通

过电脑测配色软件系统，由专业技术实验人员操作，确保安诺其产品

一贯的高品质、高稳定性，不断满足客户需要。 

（2）人才优势：集团公司除了在上海拥有完善的技术开发团队

外，还建立了配合紧密的市场营销和应用服务团队。同时，在山东东

营、山东烟台等地也有完善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开发保障团队，完全可

以支撑本项目的开展。 

（3）资金优势：做为染料行业的上市公司之一，有着良好的融

资平台，公司也一直处于良性运转，盈利能力逐年增加，资产负债率

很低，完全具备独立建设该项目的能力。 



（4）渠道优势：安诺其集团拥有一支强有力的营销队伍，公司

拥有上千家稳定终端客户，同时又参与投资染化料电商平台的建设，

实现线上线下同时拓展业务。 

（5）区域优势：根据《中国染料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分析报告》

的分析，东部沿海地区纺织工业聚集了配套完善的上下游产业体系和

较发达的市场体系，竞争优势明显，在“十三五”期间是产业提升和

增长方式转变的主导区域。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和福建沿海五省

规模以上印染布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0.44%，产业集群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产业配套环境，以及信息技术带动的示范平台，集交易中心、

信息中心、物流中心、设计中心、创新科技中心为一体，拥有与纺织

服装相配套的专业市场。纺织印染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产业链上游的

产品拉动效应会很快显现。山东及附近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中间体等基

础化工生产企业的集群优势。 

项目建设依托投资方先进的技术条件、科研优势及山东省染料业

的产业集群优势，项目建设将有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一）公司具备扩大分散染料产能的基础条件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工作。

公司上市以来，不断增强研发投入、扩大研发队伍。公司雄厚的技术

研发实力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充分的技术基础。公司现已具备

实施本项目的技术能力、人力储备、管理经验等各方面的条件。 



本项目实施地位于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区，园区整体

规划科学合理，其水、电、交通等各项基础实施配套完善，具备项目

实施需要的外部条件。 

（二）公司具备分散染料市场的品牌优势 

公司通过多年的研发创新、市场营销、品牌推广等品牌建设工作，

特别是公司上市之后，公司品牌和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美誉

度、忠诚度大大提升，在行业内的市场地位大大提升。公司在新型纺

织面料和个性化需求染色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2017 年公司正

式成为蓝标 Bluesign 合作伙伴，标志着公司产品在资源生产力、消

费者安全、气体排放、废水排放、职业健康与安全五大方面得到国际

认可。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国家纺织染化料产品开发基地

企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品开发贡献奖”、“上海市著名商标”、

“上海名牌”、中国自主创新品牌等技术、品牌荣誉。 

公司坚持“品质创造价值”的营销理念，长期以来，公司持续在

产品质量、应用服务、客户关系等方面的投入，提升了公司品牌形象，

加深了客户对公司品牌的忠诚度。 

（三）公司具备高效的生产及销售能力 

公司在山东东营、烟台等地拥有设备完善的生产基地，拥有专业

的工程师与技术研发团队，具备生产分散染料的原料及技术工艺，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具有多年的染料产品生产和销售经验，对行业及客

户需求把握准确。公司在生产及销售两方面均具备进入染料市场的能

力。 



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坚持自建营销网络，主要以“直营”模式

来开拓市场，公司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重点区域设立

了销售联络机构，直接面向各地印染企业客户，与印染客户保持紧密

联系，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保持与最终客户的面

对面沟通和快捷服务，保证对客户的了解是全方位的、及时准确的。

同时公司以“直营”为核心，技术服务人员为印染客户提供包括染料

应用技术以及染整工艺在内的全面技术支持，为客户解决了后顾之忧。

直营模式可以保证公司与客户建立最紧密的联系，也是公司有别于其

他国内外同行公司的优势所在。 

第四章 项目效益分析 

一、项目建设期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筹建，预计至

2022 年 6 月完工；二期项目的建设周期根据一期项目的达产情况决

定。 

二、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达产年实现销售收入 309,250.00 万元，利润总额

53,523.18 万元，净利润 40,142.38 万元、税金 31,718.64 万元。财

务分析结果表明，项目全部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21.03%，

财务净现值 81,632.53 万元，投资回收期 6.66 年（含建设期），总投

资收益率为 22.81%，销售净利润率为 13.23%。 



第五章 项目风险及对策 

（一）项目建设风险 

由于影响项目建设的因素较多，若建设过程中工程进度与管理、

原材料供应及其价格、外部环境等发生不利变化，可能造成本项目不

能按期完成建设或建设成本高于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关键节点的监督，加强资金管理

和风险管理，降低投资风险。 

（二）市场风险 

项目发展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如市

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将对本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公司将利用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及管理优势等提高产品市场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 

第六章 报告结论 

项目采用先进生产装备和工艺技术，建设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生

产基地，提升公司中高端染料产品生产能力。项目采用技术先进，投

资估算科学合理，经济效益比较显著。 

项目建设有助于提升当地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充分发挥项目

单位在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采用完善的风险规避和应对措施，有效降低项目建设、市场

等风险，提高项目的抗风险能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运营。 

综上所述，本项目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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