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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5,202.00 万元（含 45,202.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以募集资金投入 

1 年产 12.8 万吨新型防腐钢管项目 41,486.03 22,000.00 

2 年产 6.4 万吨高性能及新型复合塑料管道项目 28,112.03 13,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0,202.00 

合计 84,598.06 45,202.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在不改变拟

投资项目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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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12.8 万吨新型防腐钢管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41,486.0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6,218.95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15,267.0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2,000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一 工程费用 26,218.95 63.20% 

1 建筑工程费用 5,595.49 13.49%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66.16 3.78% 

3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7925.30 43.21% 

4 预备费 1,132.00 2.73%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5,267.08 36.80% 

合计 41,486.03 100.00% 

2、项目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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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本项目达产后，达产年可实现年营业收入为 124,984.07 万元，年净

利润为 11,559.62 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3、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 6 号东宏科技园、杏坛路 8 号东宏

产业园内。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内。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曲阜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山东省建设

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020-370881-29-03-108669），已取得济宁市生态

环境局出具的“济环报告表（曲阜）（2020）166 号”环评批复文件。项目所涉

及土地已取得“鲁（2021）曲阜市不动产权第 0004800 号”不动产权证书。 

（二）年产 6.4 万吨高性能及新型复合塑料管道项目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8,112.0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7,481.93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10,630.1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一 工程费用 17,481.93 62.19% 

1 建筑工程费用 3,740.00 13.3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47.73 5.15% 

3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1,544.20 41.06% 

4 预备费 750.00 2.67% 

二 铺底流动资金 10,630.10 37.81% 

合计 28,112.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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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预期效益 

经测算，本项目达产后，达产年可实现年营业收入为 87,097.91 万元，年净

利润为 9,584.57 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3、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 6 号东宏科技园内。 

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内。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曲阜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山东省建设

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020-370881-29-03-108225），已取得济宁市生态

环境局出具的“济环报告表（曲阜）（2020）160 号”环评批复文件。项目所涉

及土地已取得“鲁（2021）曲阜市不动产权第 0004806 号”不动产权证书。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坚持“质量、效益、稳健”发展总基调。把握国内市政基础建设、污水

综合治理项目、城镇老旧管网改造、大型调水工程项目、天然气管网、城乡供水

一体化项目、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工业及矿山、“一带一路”援建项目等各

领域管道产品及工程需求机遇，发挥公司全产业链产能优势。以“产供研销+资

本”为主线，用东宏精神、东宏力量、东宏价值、东宏责任推动东宏股份向“工

程管道制造商”+“管道工程服务商”+“管道工程总承包商”三位一体转变，

确保经营目标双位数以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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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上述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实现，公司将加大产能扩充投入，为保障营

销、服务营销、支持营销展开了一系列调整变革，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工程管

道产品和服务，为公司创造持续增长的良好业绩。  

2、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公司目前拥有的防腐管道、复合管道生产线，在产能上呈现中小口径较为充

裕但大口径相对不足的状态。而未来市场将对大口径产品需求量持续增加，预计

公司将会在更高产品规格的产能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本项目投资建设的生产线

可优化产品结构，不仅丰富了产品规格，而且提升了产品的产能。在适应市场发

展方面更加宽广，更适应大型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工程的

需要。此外，本项目投资引进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工艺先进、产能稳定、质量

稳定、节能高效，有效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公司调整自身产品结构、提升产品产能，从而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同时，通过产能扩张，快速

完成产能优化布局，进一步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并进一

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 

3、巩固与深耕核心市场 

管道行业是一个受制于运输半径比较明显的行业，特别是对于较大口径的产

品，区域内竞争力强，区域外竞争力弱。根据这一行业特性， 2020 年下半年公

司明确了深耕本地、放眼全国的策略，将山东市场确定为核心市场，集中优势资

源对山东市场进行深耕细作。 

根据 2019 年 10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印发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十四五”期间，继续实施 67 条重要河道（段）治

理、40 座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管道产品，

能够满足省内各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有助于推

进公司核心市场的巩固与深耕。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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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政策支持行业发展 

2020 年 5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

的 202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

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

产业升级；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

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加

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

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 1000 亿元。 

无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还是交通、水利重大工程建设，

复合管道、防腐管道是不可缺少的专用产品，工程管道市场需求将急剧扩大，整

个行业面临快速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尤其是中大口径复合管道、防腐管道需求

成长性更强，行业和市场对新型防腐涂层和大口径管道产品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是未来重要发展趋势，未来行业仍有较好的市场机会，预期总量仍会保

持适度增长。 

2、募投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我国塑料管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低。国内塑料管道的总体生产能力

已超过 3000 万吨，行业中存在 3000 家以上的较大规模生产企业，其中只有 20

家以上企业的年生产能力超过 10 万吨，大型企业的产能占比很小。随着需求市

场对品牌、质量和服务等的要求越来越强，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升，预计前二十

的销售量已达到行业总量的 40%左右。此外，目前规模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山

东、广东、浙江，三地的生产能力、产量之和已接近全国总量的一半。区域性产

能集中，进一步验证行业集中度提升。 

未来，随着阶段性区域布局和产能投放逐步推进，同时需求者对品牌、质量

和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加之塑料管道需求市场更加规范和成熟，以公司为

代表的大型企业通过技术投入、规模效应和营销渠道将获得更为明显的市场竞争

优势，从而赢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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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具备项目建设实施和市场拓展能力 

公司深耕管道行业二十多年，是一家集智能管道系统研发、制造、服务于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建有智能化管材、管件、新材料生产基地，已形

成了塑钢复合管道系统、HDPE 智能管道系统等多种产品、多种规格，市场涵盖

了工业管道、市政基础设施管道、燃气管道等重点领域，能提供全方位的管道系

统配套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公司多年来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优质的服务，成

为管道行业先行者，是中国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中国燃气协会、山东省煤矿矿

用产品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跻身国内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塑料管道供应商之

一。本项目的建设与公司自身实力相匹配，公司可高效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市场

有效拓展。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公司实现新型防腐钢管和复合管道

产能的增加和布局，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销售需求；同时，可进一步保证公司产品

的质量安全，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奠定公司在管道行业的市场地位。因此，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明显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有利于公司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发展和壮大，为实现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为公司形象和

品牌知名度的提高提供有力推动。通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综合竞争力将

有所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

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规模将增加，资本实力得以增强。从短期

看，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上升，但可转债较低的利率水平不会对公司的短期

偿债能力造成影响，同时可转债完成转股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较前期降低，且

净资产规模将得以提高，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由于新

建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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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将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公司的发展战略将得以有效实施，公司未

来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