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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 

新建电子信息新材料华东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有关项目详细情况见本可行

性报告之“五、本次投资项目概况”。 

（二）本次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地点位于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项目总投资额 8 亿元（人民币，

下同），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5 亿元，流动资金 3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 100 亩，建

筑面积 66,000 平方米，建设周期 3 年，于 2024 年投产，2025 年达产，达产后产

能 3.5 万吨左右。  

二、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一）新材料行业出台的各项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材料行业与工业水平、民生需求、国防发展等方面联系紧密，一直是国家重

点发展的基础行业。为推动材料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多项相关

政策，包括《“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进一步明确我省优先发展产业的通知》等文件，明确支持加快新材料的研发，

并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

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将新材料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 2020 年，

力争使若干新材料品种进入全球供应链，重大关键材料自给率达到 70%以上，初

步实现我国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战略性转变；广东省将支持高性能工程塑料

作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 

在国家新兴产业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公司通过在江苏投资新材料项目，实施

板棒材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产业化项目，建设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符合国

家的战略目标。 

（二）工程塑料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根据 Markets and Markets 研究报告显示，2016 年到 2026 年期间，全球工

程塑料市场将以年均 7.4%的速度快速增长，到 2026 年全球工程塑料市场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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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90 亿美元。中国是工程塑料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快

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增加以及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国内的中高端工

程塑料的需求巨大。 

国内工程塑料的应用市场空间较大，德国经济发展中塑料和钢铁应用比例为

63：37，美国为 70：30，世界平均水平也达到 50：50，中国目前的塑料和钢铁

应用比只有 30：70，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随

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工程塑料技术的不断提高，未来市场对工程塑料的需求将

十分巨大。 

公司投资项目的产品主要运用在手机以及移动终端、消费电子、智能家电、

汽车市场、5G 市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设备、半导体、高铁、

医疗器械、军工装备、光伏、桥梁基建等多个场景。基本情况如下： 

主要市场 市场概况 

手机及移动终端 
根据 IDC的数据统计，随着 5G布局得以完成，手机出货量受换机潮

的驱动将保持持续增长，预期 2023 年出货量将达到 15.42亿部。 

消费类电子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 IDC预测，可穿戴设备全球出货量 2017 年 113.2 百

万个，2017 年至 2021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8.37%，预计 2021 年

可穿戴设备全球出货量达到 222.3 百万个； 

根据 Arizton 统计，预计到 2023 年我国智能音箱市场需求将达到 5,020

万台，2017-2024 年CAGR 将超过 100%。 

智能家电 

根据艾瑞咨询调查，中国智能家电 2016 年的市场规模为 2,240.5亿元，

2016 年至 2020 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6.94%，预计 2020年智能家

电市场规模达到 5,819.3亿元。 

汽车市场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 2019年度全球 20个主要国家汽车拥有量数据，我

国每千人拥有车辆为 173 辆，位列 17 位，我国汽车渗透率远低于欧美、

日韩等发达国家； 

2019 年 12 月 3 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量占比达到 25%左右，按照每年新车销量接近 2,800 万辆测算，2025

年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规模大约为 700万辆左右。 

5G 行业 根据赛迪顾问的预测，5G 建设的投资预计将会超过 10,000 亿元。 

（三）公司具备优质的客户资源 

公司深耕手机及移动终端、消费类电子、智能家电、汽车、新能源、5G 等

细分市场多年，储备了较多优质的客户资源，如华为、小米、VIVO、比亚迪、富

士康、信利光电、华显光电、科大讯飞等行业影响力较强的品牌商或代工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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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投资项目系对现有业务的延伸或拓展，产品的应用领域与现有业务高度相

关，下游客户与现有客户资源重合，因此公司能够充分利用现有客户资源，为本

次投资项目产品销售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四）公司具有实施投资项目的技术储备 

公司深耕中高端工程塑料行业多年，且拥有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技术团队，已

掌握实施投资项目的技术工艺以及生产设计能力： 

板棒材项目的生产过程系物理过程，其实施的技术难点在于对材料、配方、

设备、模具、工艺的整合能力，公司作为中高端化工材料以及电子材料一体化解

决方案提供商，具备解决材料应用过程的各种技术难点，协助客户解决材料与配

方的选择、设备的确定、模具的开发以及生产工艺的合理性等难题的能力，掌握

了设备、模具的设计及组装技术，可根据材料特性设计相适应的匹配度更高的设

备与模具，对材料、配方、设备、模具以及工艺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 

公司已掌握的工艺技术情况如下： 

序号 工艺名称 工艺的核心优势 对应项目 

1 ABS板棒材挤出成型工艺 
抗冲击、耐热性、耐低温、耐化学药品性及

电器性优良 

板棒材项

目 

2 PC板棒材挤出成型工艺 强度高、耐候性优良、耐热老化性良好 

3 
POM 板棒材挤出成型工

艺 
强度高、刚度好、耐摩擦、力学性能优异 

4 PA6 板棒材挤出成型工艺 
机械强度高，韧性好，有较高的抗拉、抗压
强度 

5 
HDPE 板棒材挤出成型工

艺 
耐酸碱、耐有机溶剂、电绝缘性优良 

6 PPS板棒材挤出成型工艺 耐热、耐腐蚀、阻燃、尺寸稳定 

7 PEI 板棒材挤出成型工艺 耐高温、延展性、耐疲劳、电性能 

（五）公司具有实施投资项目的生产经验 

公司于 2020 年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资金，拓展产业链至板

棒材（特种工程塑料挤出成型项目）研发、生产领域，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广东省

惠州市，项目租赁场地面积 2 万多平，于 2020 年 12 月试生产。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生产基地员工总数 147 人，板棒材产品月均产能超 500 吨，实现销售

收入 6600 万元左右，已与深圳大疆、蓝思科技、普联技术等建立合作关系。综

上，公司已具备投资项目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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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项目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截至目前

尚未完成发行工作。上述项目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六）公司具有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构建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与储备体系，通过合理的

待遇、良好的机制和企业文化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员工人数总计 431 人，其中技术人员 165 人，

占比 39%。公司核心管理层均从业多年，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专业背景，不仅

可高效地实施投资项目，且对行业市场以及技术发展趋势具备深刻的见解。在研

发技术方面，公司拥有研发中心，负责新产品开发，并使之顺利导入量产，同时

对产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产品品质的改善。技术人员均具有丰富的产品技

术标准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经验，技术素质较高。除此之外，公司拥

有强大的技术复合型的销售团队，不仅了解行业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还具有快

速拓展市场的能力。 

公司对本项目的启动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工作，包括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才，以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将通过在人才市场以及招聘网站招聘的方

式解决其它人员问题。因此，本项目具备人才可行性。 

（七）项目选址与建设条件 

本次投资项目选址位于江苏省东台市，综合考虑了所在地区的区位交通、经

济及产业发展现状、供应商及客户战略和配套能力等情况。 

东台经济开发区成立于2001年，2006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规划总面积75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获批国家级绿

色园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电子信息产业创新

示范园区等。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布局，落户领胜科技、科森光电等行业龙头。新

材料产业加快迭代升级，涌现出东台中玻、沃特新材料、新中洲合金等专精特新

企业。高端装备集成化发展，形成半导体专用装备、新能源装备等特色板块，美

客鼎嵘、东富龙科技、华东机械等智能装备打入高端市场。 

公司业务集中在华南、华东地区，2020年华南区销售收入占比71%，华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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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占比12%，主要客户、供应商亦集中于华南、华东地区。东台区位优越，位于

盐城市最南部，东连沿海高速，据上海200公里，西接宁靖盐高速和京沪高速，

204国道、344国道贯穿全境，新长铁路东台站位于开发区内，北连陇海线，南接

沪宁、宜杭线，交通运输便利。公司选择在东台经济开发区建设华东生产基地，

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华东地区业务，是公司提升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推动国内中高端工程塑料制品产业升级 

特种工程塑料的复合材料、注塑及挤出成型板棒材制品用于生产手板模

型、夹具治具、装备制造，广泛应用于电气电子、汽车、建筑、装备制造等行

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板棒材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中高端

板棒材塑料制品。但是，我国中高端工程塑料板棒材生产厂商规模小、技术含

量以及管理水平低，难以满足客户与行业升级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企业产能较小且分散，不能满足行业的需求；产品质量不稳定、可靠性低，不

能满足客户产业升级、金属替代的需求；大多数生产商的产品种类较少，导致

客户在不同的厂家采购，增加了采购成本。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引进自动化、智能化特种工程塑料板棒材生产

设备，建设高质量以及智能化生产线以及生产车间，将智能装备引入塑料生产

中，实现企业的高效制造。同时，公司生产的板棒材将具备较强的稳定性、良

好的耐热与耐化学性、高强度等特点，能够满足下游中高端塑料制品的需求，

增强中高端工程塑料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中高端塑料产业升级，符合我国中高

端塑料产业发展方向。  

（二）有助于丰富公司产品线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目前，公司主要从事中高端工程塑料的研发以及销售，在手机及移动终端、

消费类电子、智能家电、汽车、新能源、5G、显示面板等细分市场积累了一大

批如华为、小米、比亚迪、飞利浦、天马、上汽、闻泰科技等行业影响力较强的

品牌商或代工厂客户资源。为了提高竞争力，巩固、提高市场份额，下游客户均

有升级装备以及产业线的客观需求，进而不断提高对中高端工程塑料板棒材的需

求。此外，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以及5G的发展，自动化、智能化、5G等领域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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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工程塑料板棒材的需求不断增长。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在华东区自主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特种工程塑

料板棒材及定制精密加工零部件，产品重点应用在自动化设备部件、无人机及

无人车部件、高铁及轨道交通部件及 5G 设备部件等领域，能够延伸与完善公

司的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技术服务能力、丰富公司的产品线，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增强客户粘性，有助于满足中高端工程塑料不断增

长的市场需求。 

（三）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未来，随着国内工程塑料的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中高端塑料需求不断增长。

本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在华东区自主生产以及销售特种工程塑料板棒材及定制精

密加工零部件，在丰富公司产品线，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将不断扩大公司的

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四、本次投资项目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是中高端化工以及电子材料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化工材料领域现

有业务主要销售中高端工程塑料，研发以及销售特种复合材料。公司本次投资项

目系围绕现有主营业务拓展与延伸。本次项目实施后，公司业务除销售中高端工

程塑料外，将覆盖板棒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领域，拓展以及丰富公司产品

线，并为客户提供更多产品以及技术支持、解决方案，进一步降低产业链成本，

增强与客户的粘性，提高公司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本次投资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总投资 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5 亿元，建设期 3 年。项目拟新建中

试车间、造粒生产车间、挤出车间、精密零部件加工车间、仓库等，购置先进生

产设备，用于板棒材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自动化设备部件、

无人机及无人车部件、高铁及轨道交通部件及 5G 设备部件等领域。 

（二）项目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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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 

投资合计 
占总投资

比例总计 T T+12 T+24 T+36 

1 工程建设费用 5,750.00 10,300.00 3,750.00 2,000.00 21,800.00 27.25% 

1.1 土地购置 1,750.00       1,750.00 2.19% 

1.2 厂房建设 4,000.00 9,000.00     13,000.00 16.25% 

1.3 厂房装修   1,000.00 2,250.00   3,250.00 4.06% 

1.4 雨水收集及太阳能系统   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3.75% 

1.5 环保设备   300.00 500.00   800.00 1.0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0.00 2,000.00 11,000.00 15,200.00 28,200.00 35.25% 

2.1 生产设备   2,000.00 8,000.00 10,000.00 20,000.00 25.00% 

2.2 研发设备     1,000.00 1,200.00 2,200.00 2.75% 

2.3 自动化生产及仓储系统     2,000.00 4,000.00 6,000.00 7.50% 

项目总投资 5,750.00 12,300.00 14,750.00 17,200.00 50,000.00 62.50% 

备注：项目流动资金 3亿元。 

（三）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拟在江苏东台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 

（四）主要原材料及供应情况 

本项目的主要原材料为材料原厂商提供的各种高分子树脂原料，市场货源充

足，数量和质量均能满足公司的需求。 

（五）项目环保情况 

本项目污染物主要为部分工序产生生活用水、噪声、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

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本项目拟产生的污染物以及具体的防治措施如

下： 

1、生活废水治理措施 

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进行统一治理。 



 

10 
 

2、噪声治理措施 

项目拟通过窗户加设隔声窗；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主要噪声设备底座安装

减振装置或减振垫，以降低噪声；生产时保持门窗紧闭等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二类区域标准限值的要求，即昼 60db（A）、夜 50db（A）。 

3、项目须配套建设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4、固体废弃物治理措施 

边角料集中收集后可重复利用，对部分不能使用的则出售给物资回收部门；

办公、生活等一般固体废弃物经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六）项目能耗情况 

总体用电量：根据我司实际生产情况，每产出一公斤产品，耗电约 0.55 度

电，全部投产后产能为 3.5 万吨/年，合计每年最大耗电量为 1925 万度，折合标

准煤 2365.825 吨。 

（七）项目实施时间及整体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为 3 年，计划分五个阶段实施完成，包括：初步设计、厂房建

设及装修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人员招聘及培训、系统调试及验证、试运行。

项目实施计划进度如下：（时间：年） 

阶段/时间（月） 
T+36 

1~6 7~12 13~18 19~24 25~30 31~36 

初步设计       

厂房主体建设       

厂房装修       

设备购置及安装       

人员招聘及培训       

系统调试及验证       

试运行       

（八）项目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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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预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2.64%，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

9.45 年。 

六、本次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拟投资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满足我国下游特种工程塑料

制品的需求，推动了特种工程塑料产业的发展，延伸与完善公司产业链，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本次投资项目有助于公司拓展以及丰富产品线，

为客户提供更多产品以及技术支持、解决方案，进一步降低产业链成本，增强与

客户的粘性，提高公司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二）本次投资项目资金来源 

1、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 

根据投资计划，项目建设期3年，于2022年开始部分投入，届时项目固定建

设资金来源于公司经营积累和对外融资；  

目前公司惠州板棒材业务开拓顺利，已积累了较好的客户基础，2021年上半

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600万元左右，后续随着产能不断释放，盈利能力有保障。 

2、东台市政策支持 

（1）用地奖补政策：分阶段给予公司一定补贴用于扶持公司新征用地项目

的基础设施配套； 

（2）设备补贴：根据设备投资金额给予一定比例补贴； 

（3）厂房补贴：鼓励建设多层厂房，对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

业项目根据厂房建设标准给予一定补贴； 

（4）财税扶持：自企业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留成部分“三免四减

半”奖励优惠。高管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100%优惠奖励； 

（5）人才奖励政策：人才政策根据《东台市“615”人才引进三年行动计划》、

《关于鼓励高层次人才创业的若干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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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等享受东台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意见》

（东政发〔2020〕60号）、<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政策意见实施细则>（东

政办发〔2020〕72号）等相关优惠政策，若市政府出具新政策则按最新政策执行； 

（7）优先为公司向上级争取各类项目政策性扶持资金。 

七、风险及应对措施 

1、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东台市政策性支持（政府补

贴及税费返还等）。若公司因资金筹措未顺利到位，则可能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融资平台，合理规划资金筹集方式，在

不影响集团现金流健康的前提下，分期安排项目实施进度，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

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2、合同中的项目用地需要履行用地审批程序，并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

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能否取得和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依据相关政策，在项目建设前，需要完成项目立项、项目备案等必要审

批程序；项目投产时，需要履行项目验收等必要程序；项目的前期相关审批准备

工作尚在进行中，能否完成审批和审批时间具有不确定性。针对上述风险，公司

将根据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及时跟进相关事项审批流程。 

4、项目投资落实情况及未来运营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变

化、项目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

止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一方面立足主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提升柔

性供应链等服务来增强客户粘性；另一方面通过深耕细分市场、拓展产业链上下

游，增强聚集规模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5、该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同时交易对方亦将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议程序，能否审议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6、本投资合同涉及的项目投资额等指标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

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公司将根据本投资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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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国家鼓励投资的产业。项

目建设有利于完善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项目投资概况

	二、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一）新材料行业出台的各项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二）工程塑料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三）公司具备优质的客户资源
	（四）公司具有实施投资项目的技术储备
	（五）公司具有实施投资项目的生产经验
	（六）公司具有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
	（七）项目选址与建设条件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推动国内中高端工程塑料制品产业升级
	（二）有助于丰富公司产品线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三）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四、本次投资项目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五、本次投资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投资明细
	（三）项目实施主体
	（四）主要原材料及供应情况
	（五）项目环保情况
	（六）项目能耗情况
	（七）项目实施时间及整体安排
	（八）项目经济效益

	六、本次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二）本次投资项目资金来源

	七、风险及应对措施
	八、本次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