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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 

 

 

 

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月 13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将“新建特种设备用不锈钢、合

金钢无缝钢管制造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由 2022年 2月延期至 2023 年 2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44 号）同意注册，盛德鑫泰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500

万股,每股价格 14.17 元，募集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354,250,000.00 元,扣除承销

保荐费和其他相关发行费 41,828,529.8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2,421,470.16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苏公 W【2020】

B08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已公开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使用计划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使用进度 

1 

新建特种设备用不锈

钢、合金钢无缝钢管制 262,421,470.16 262,421,470.16 42,793,710.95 16.3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造项目 

2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100% 

合计 312,421,470.16 312,421,470.16 92,793,710.95 -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延期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的“新建特种设备用不锈钢、合金钢无缝钢管制造项目”

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受疫情原因以及具体项目投入进度影响，

建设进度未达预期，未能在计划时间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根据该项目当前实际

建设进度，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现拟延长“新建特种设备用不锈钢、合金钢无缝钢

管制造项目”的实施期限，将预计完成时间由 2022年 2月延期至 2023 年 2 月。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 

1、募投项目概况及与公司现有主要业务、核心技术之间的关系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包括合金钢和不锈钢两种无缝钢管产品，具体型号主要包

括：HR3C不锈钢管、TP347HFG 不锈钢管、Super304H 不锈钢管以及 T91、T92合

金钢管、12Cr1MoVG 合金钢管。 

公司是专业从事能源设备类无缝钢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主要用于电站锅炉行业和石油炼化行业。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按照材质不同，

可分为合金钢、不锈钢和碳钢三种材质的无缝钢管。 

目前，合金钢无缝钢管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品种，也是主营业务利润贡献最

大的产品品种，其中，12Cr1MoVG合金钢管是公司合金钢产品中销量最大的单品，

而 T91、T92 合金钢管是制造工艺较高的合金钢品种，也是近年来国产正在逐渐

替代进口的合金钢产品，报告期内，公司 T91、T92 合金钢管的销量逐年增长。

不锈钢无缝钢管是公司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品种，目前公司不锈钢产品主要包括

TP347H与 TP347HFG，而 HR3C、Super304H不锈钢管是公司拟替代进口的新产品。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中，HR3C不锈钢管、Super304H 不锈钢管为公司新增产品；

TP347HFG 不锈钢管、T92 合金钢管、T91 合金钢管、12Cr1MoVG 合金钢管为公司

现有产能的扩充。募投项目实施后，可以丰富公司产品品种，提升公司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综上，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拟投资新建特种设备用不锈钢、合金钢无缝

管制造项目，通过新建生产基地，新增不锈钢和合金钢生产设备，提升生产工艺

和技术水平，开发特种设备用不锈钢和特种合金钢的无缝钢管产品，在形成全系

列的无缝钢管产品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盈利水平较高产品的产能，提升公司无缝

钢管产品的综合实力。 

2、项目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需求，实现产品进口替代  

近年来国内电站锅炉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朝着高效化、环保化发展；另一方

面是百万千瓦级以上的超临界，甚至超超临界电站锅炉占比越来越高。而随着电

站锅炉的这种发展趋势，对 T91、T92 合金钢管等替代进口的合金钢管以及将替

代进口的 HR3C不锈钢管、Super304H不锈钢管需求将大幅增长。 

（2）项目产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保

持行业优势地位 

公司作为国内能源设备类无缝钢管领先制造企业之一，生产能力已经成为未

来发展的主要瓶颈，需要通过新建生产基地和生产线，使公司站在一个更高水平

上参与各类项目的竞争。 

公司在电站锅炉用小口径无缝钢管中处于领先地位。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

将会突破合金钢产能瓶颈，在提升合金钢管与不锈钢管产能的基础上，拓展更为

高等级不锈钢无缝钢管新产品。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现有的优

势地位，并有望取得更大突破。 

3、项目可行性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1）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为超级不锈钢、合金钢无缝管制造项目，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9 年本）》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的决定》（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不属于其中的鼓励类、限制类和淘

汰类。 

2）符合《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廓清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明

确提出力争到 2025 年，钢铁工业基本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技术

装备先进、质量品牌突出、智能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

质量发展格局。 

“十四五”是原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钢铁工业发展的机遇和挑

战并存。“当前，我国钢铁工业仍存在产能过剩压力大、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有待

提升、产业集中度偏低等问题。”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新创表示，《意

见》的发布对于引导钢铁行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意义重大。 

从企业自身看，国有钢铁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跨区域、跨所有制深度

整合国内钢铁产业资源，努力打造世界一流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同时，各细分

领域的优势企业要在专业领域内实施兼并重组，打造专业化领航企业。 

从区域发展看，针对钢铁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依托区域内强势企业，整合

区域内钢铁企业，提升区域市场话语权。 

从产业链看，要以钢铁企业为核心，与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建立跨

行业、跨地区的联合重组，打造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圈。 

本项目主要生产超级不锈钢与合金钢无缝产品，主要应用于电站锅炉、石油

化工等领域，属于高品质特殊钢，符合意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3）符合《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推进工作

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9〕41号）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推进工作方案的

通知》指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全省化工钢铁

煤电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8〕32 号），

紧紧围绕省政府推动全省钢铁行业“三提升、一降低”目标要求，坚持安全第一、

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坚持布局调整和产能整合相结合，坚持全面推进与示范

工程相结合，坚持企业搬迁与转型升级相结合；严格安全环保准入门槛，落实更

加严格的安全环保生产标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强化省级层面对布

局规划和产能指标的两个统筹，发挥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沿海精品



钢基地，做精做优沿江特钢产业基地，加快推动全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

严格控制沿江地区的钢铁产能，推动沿江地区存量产能提档升级，围绕高端制造、

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推动装备升级和工艺创新；支持特钢行业发展，保留少

数竞争力强、品种独特、市场需求旺盛的中小型特钢企业；支持钢铁企业集团化

发展，引导沿江地区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构建创新链，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加快形成既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又能体现综合竞争优势的沿江特

钢产业基地。 

（2）公司技术储备完善、人才储备深厚，为项目顺利推行奠定基础 

本项目是公司现有业务规模的扩大，项目与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类似。公司

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成功研制并量产优化内螺纹合金钢无缝钢管、T91

合金钢无缝钢管、T92 合金钢无缝钢管、TP304H 不锈钢无缝钢管、TP347H 不锈

钢无缝钢管、TP347HFG 不锈钢无缝钢管及耐硫酸露点腐蚀用 09CrCuSb（ND）钢

无缝钢管。 

公司在钢材采购、客户投标、生产安排等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管理经验，

并储备了相关研发、生产、管理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完善的管理体系、深厚的

人才储备为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项目下游产业市场前景良好 

公司募投产品主要用于电站锅炉设备制造行业与石油炼化行业，市场前景良

好，可消化本项目新增产能。 

1）电站锅炉设备制造行业：电力装机容量逐年增加，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稳

步提升。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电力行业进入了投资高峰期，装机容量持续上升。

2000 年全国累计总装机容量为 31,932 万千瓦，至 2018 年已达到 189,967 万千

瓦，增长了 4.95倍。其中，火电仍然是最主要的发电来源，2018年占发电总量

的 60.20%左右，且火电装机容量增长幅度最大，2000 年以来装机容量已经从

23,754万千瓦增加至 114,367万千瓦，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 9.11%。 

2）石油炼化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 年，我国炼油与化工生产专用设备投资额为

329,003 万元，2016 年，我国炼油与化工生产专用设备投资额达到 3,031,032



万元。十年累计增长 8.21 倍，年复合增长率 24.86%。“十三五”期间，在稳步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等因素的拉动下，石化化工产品市场需求仍将保持较

快增长。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约为 56%，预计到 2020年将超过 60%，超过 5,000

万人将从农村走向城市，新型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将极大地拉动基础设施和配套建

设投资，促进能源、建材、家电、食品、服装、车辆及日用品的需求增加，进而

拉动石化化工产品需求持续增长。 

自 2006年起，我国炼油与化工生产专用设备投资额逐年上升，到 2015年达

到高峰，投资额达到 342.36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9.41 倍，年化平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 29.73%。2015 年后，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降等原因，我国炼油于化工生

产专用设备投资额开始下降，但依然超过 300 亿元，保持着较高的稳定额度。 

因此，石油炼化用无缝钢管在未来几年内依然会保持着较为稳定的需求量。 

综上，未来公司下游的需求量将保持稳步增长，能源设备类无缝钢管需求量

将稳步提升。 

（4）公司客户资源丰富、可消化本项目新增产能 

公司作为能源设备类无缝钢管行业的龙头，拥有包括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在内三大锅炉厂的产品认证

资质；同时，公司也是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的合格供应商。上述公司都已是公司

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且公司对上述客户的销售额保持着逐渐增长的态势。随着

“一带一路”的推行，全球经济形势的复苏，“三大锅炉厂”对锅炉用管尤其是

耐高温高压锅炉用管需求量的增加，以及石油炼化用管需求量的增加，公司的新

增产能将会得到充足的消化。丰富优质的客户资源与较大的市场需求量是本项目

建设目标达成的保证。 

（三）重新认证的结论 

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对公司持续发展负责的精神，对“新建特种设备

用不锈钢、合金钢无缝钢管制造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基于上述分析，公司认

为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广阔，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

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对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

适时安排。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

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长期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

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

施主体，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延期。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

目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决定，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方向等未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盛德鑫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