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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46,550.00 万元

（含 346,55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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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主体 
项目报批 

投资金额 

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 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池州天赐 126,352.23 81,877.48 

2 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天赐新动力 49,374.65 23,104.01 

3 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天赐新动力 60,689.46 40,598.09 

4 
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

期） 
浙江天赐 93,485.15 83,461.28 

5 年产 6 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 九江天祺 37,247.60 33,667.00 

6 补充流动资金 -- -- 83,842.14 

合计 346,550.00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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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背景 

（一）碳中和政策加码，新能源汽车产业再迎风口 

目前，全球主要汽车市场相关国家及地区均提出“碳峰值”及“碳中和”目标：

我国目标 2030 年达到“碳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欧盟计划 2030 年碳排放

较 1990 年基准降低 55%，2050 年实现“碳中和”；美国拜登政府上台重新加入巴

黎协定，目标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受政策利好影响，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明

确，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从市场数据来看，中国 2021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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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119.4 万辆，同比增长 224.54%；欧盟 2021 年一季度实现新

能源汽车销量 45.6 万辆，同比增长 99.69%；美国总统拜登对电动车表示支持，

并在 2021 年 8 月 5 日宣布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到 2030 年，美国新车销

售中电动车的比例必须达到 50%。 

（二）储能支持政策落地，各大厂商积极扩产抢占市场先机 

储能是推动能源转型变革和能源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支撑技术，有助于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2020 年国家大力发展电力储能项目，根据国家

发改委 2020 年中印发的《2019-2020 年储能行动计划》，“十三五”期间，储能要

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度；“十四五”期间，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

板。随着江苏、河南、湖南、青海、福建等电网侧百 MW 级电站相继建设、投

运，储能产业已然开始了快速扩张的进程。根据 GGII 预测数据，2025 年国内储

能需求量将达到 30Gwh，2020-2025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49.63%；2025 年全

球储能需求量将达到 228.4 Gwh，2020-2025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53.27%。而

锂电池作为最具优势的储能技术之一，未来的需求量巨大。 

储能市场的核心逻辑在于成本下降驱动储能产品大规模应用，加之性能提升，

储能锂电池替代铅酸电池的进程将会加速。随着全球能源方式从传统的煤炭能源

切换成绿色能源（光伏/风电等）+储能形式的转变，国内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

亿纬锂能及国轩高科等在内的各大厂商纷纷扩张储能电池产能以抢占市场。同时，

5G 技术发展，5G 基站的数量未来将大大增加，相应拉动锂电池需求量。  

天赐材料提前布局电解液储能应用市场。目前，公司创新产品已应用于 5G、

铁塔等储能市场，高性价比磷酸铁锂储能产品成功通过多家重要客户验证，长循

环磷酸铁锂电解液已实现量产。 

（三）电解液供需偏紧，头部企业持续扩产提高竞争壁垒 

2020 年以来，由于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迅猛，上游锂离子电池材料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攀升由过去单纯政策驱动转向政策和供需双

重驱动，锂电池高增长拉动电解液高增速。储能领域需求增长同样助推电解液需

求高涨。出货量方面，根据 GGII 数据，2021 年上半年，全国电解液出货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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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同比增长 140%。价格方面，从 2020 年初至今，电解液价格由 4.50 万元/

吨左右上涨至 9.00~11.00 万元/吨。 

受价格与销量同时上涨的双重驱动，头部电解液企业纷纷加大产能布局与规

划，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根据 GGII数据，电解液行业 CR6 从 2019 年的 55.3%

上升至 2020 年的 61.4%。以天赐材料、新宙邦、杉杉股份及瑞泰新材为首的行

业领先公司率先掌握国内外优质客户资源，受电解液供不应求影响，下游电池企

业积极与中游电解液生产商签订长期订单，电解液生产企业产能释放迅速，业绩

显著提升。通过产能的扩大，头部企业维持市场份额与竞争地位，继续保持业绩

的高速增长。 

（四）国内大循环拉动内需，消费升级带动个人护理品行业增长 

近年来，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提升，通过内需拉动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方向。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充分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2020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

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信号。在此背景下，以我国居民内部消

费需求消化内部投资产生的产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畅通、自我循环的

经济体已势在必行。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住房条件、公共卫生设施等

条件不断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有了大幅提高，人们对健康生活有了更高追求。作

为日常生活必备品，人们对个人护理用品、家庭护理用品等日化材料新兴品类的

扩充和品类内部功能深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国内化妆品行业领跑全球，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驱动下，特别是电商红利的释放，国内化

妆品及个人护理品行业呈现量价齐升增长态势。2021 年以来，新冠疫情影响减

弱，经济恢复态势良好，借助短视频、小红书等线上渠道的风靡，个人护理品类

产品消费潜力增长迅速，同步带动上游日化材料行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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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锂电材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产品规模 150,000 吨/年液体六氟磷酸锂、2,000吨/年二氟磷酸锂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实施单位 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周期 24 个月 

建设地点 安徽省东至经济开发区 

投资金额 总投资额 126,352.23 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81,877.48 万元 

（2）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产品规模 20,000 吨/年LiFSI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实施单位 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周期 15 个月 

建设地点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区 

投资金额 总投资额 49,374.65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23,104.01 万元 

（3）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产品规模 60,000 吨/年FSI、2,000 吨/年TMSP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实施单位 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周期 15 个月 

建设地点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区 

投资金额 总投资额 60,689.46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40,598.09 万元 

（4）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产品规模 20,000 吨/年 VC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实施单位 浙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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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周期 

2017年3月前前 

第二轮周期 

2017 年 4 月—2020 年 8 月 

第三轮周期 

2020 年 9 月来 

建设周期 18 个月 

建设地点 浙江省衢州市高新园区 E-10-1 地块 

投资金额 总投资额 93,485.15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83,461.28 万元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LiPF6需求上行，保障主盐自供优势，实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复苏，LiPF6供需趋紧，价格持

续走高。六氟磷酸锂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明显，自 2020 年 9 月开始出现反弹，

从 8.85 万元/吨上涨至 56.50 万元/吨，涨幅高达 538.42%。 

  

数据来源：wind 数据。 

受六氟磷酸锂价格上行影响，电解液行业市场整体毛利受到挤压。得益于核

心原材料六氟磷酸锂的自产优势，天赐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业务毛利率保持高

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水平，且实现了稳步上升。具体情况如下： 

代码 简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300037 新宙邦 25.76% 25.47% 27.52%  

-- 瑞泰新材 32.14% 25.83% 24.06%  

600884 杉杉股份 14.00% 14.40% 14.76%  

002709 天赐材料 27.61% 27.16% 24.21%  

平均值 24.88% 23.22% 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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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瑞泰新材为江苏国泰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池材料及硅烷偶联剂等化工新材料； 

注 2：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杉杉股份尚未披露 2021 年年报，瑞泰新材招股说明书财务数据仅更新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因此 2021 年可行业毛利率数据尚不具备可比条件。  

可以预见，受新能源终端降成本压力向上传导影响，电池材料端成本压力较

大，行业内有实力的企业将继续进行上下游产业链整合，产能扩张，以实现规模

化成本管控，继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募投项目通过增加六氟磷酸锂产

能，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战略产能储备，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另一方面满足公司电

解液生产原材料需求，全面实现降本增效，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和核心

竞争优势。 

（2）LiFSI 价格下调提升电池厂商接受度，高镍放量拉升市场需求 

目前，LiFSI 作为电解液锂盐有两种主要应用方式：一是用作常用电解质

LiPF6 添加剂；二是作为新型电解质替代 LiPF6，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而作为

电解质 LiPF6添加剂使用，其添加量从 1%-18%不等，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添

加比例有所提升，性能向满足高效领域需求发展。由于 LiFSI 合成工艺复杂，良

品率低，导致其成本较高，但随着生产工艺日益成熟，成本逐渐下降，为 LiFSI

的高添加使用和大规模商用创造了条件。 

高镍化是现阶段提升三元电池能量密度的主要途径，但在提高能量密度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例如镍离子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会加速电解液的氧化

分解，破坏固体电解质膜（SEI 膜）使正极表面镍离子溶出，破坏负极表面 SEI

膜使溶剂分子共嵌入而破坏负极材料，并导致电池更容易短路使得电池安全性下

降。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向电解液中掺入一定比例的新型锂盐 LiFSI，可以大幅

提升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并使高镍正极、高电压正极等活性极强的电极材料保持

稳定，从而延长电池寿命，提升电解液的阻燃性能，提高安全性。 

在上述双重因素作用下，LiFSI 的需求有望以逐年倍增的方式快速增长。 

（3）增加部分添加剂产能，夯实一体化产业链战略布局 

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

项目、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及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

期）均为锂电材料产业链相关项目。具体产品对应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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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氟磺酰亚胺（FSI）作为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电解质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

前端原料，能够完善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体系，并夯实公司未来对于 LiFSI 成本的

控制能力。 

二氟磷酸锂（LiPO2F2）作为电解液添加剂已广泛应用于电解液生产中，可

有效提高电池的循环性能及高温存储性能。国内添加剂行业企业如石大胜华等已

纷纷布局扩产计划，公司目前已经拥有 150 吨/年二氟磷酸锂产线，远不能满足

公司自身电解液生产需求，本次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扩产 2,000 吨/年

二氟磷酸锂。 

三（三甲基硅烷基）磷酸酯（TMSP）作为电解液添加剂，能够在高电位下

在电池正极表面被氧化分解，生成一层富含导锂离子性能好的硅酸盐和电化学稳

定的无机碳酸锂，且电解液主要分解产物（有机碳酸锂和氟化锂)含量较少的正

极固体电解质界面（SEI)膜，能够很好的降低充放电过程的极化电压，使材料能

够在电压循环时仍然保持良好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 

碳酸亚乙烯酯（VC）因具有良好的高低温性能与防气胀功能，常用作锂离

子电池新型有机成膜添加剂与过充电保护添加剂，可以提高电池的容量和循环寿

命，VC 在磷酸铁锂电池中添加比例远高于三元电池，随着磷酸铁锂市场回暖，

预计 VC 供应紧张情况在短时间内改善存在一定难度。 

天赐材料作为电解液龙头生产企业，长期致力于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战略，积

极布局上游锂盐、新型锂盐以及添加剂产品产能，达到稳定原材料供应，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盈利水平的目标。本次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新增 2,000

吨/年 LiPO2F2产能，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新增 2,000 吨/年 TMSP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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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新增 20,000 吨/年 VC 产能是公

司布局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深耕电解液行业多年，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LiPF6 的生产工艺主要有气固反应法、氟化氢溶剂法及有机溶剂法。公司

LiPF6 合成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公司从美国引进独家许可技术，在自行消化

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独立完成工程放大。技术路线采用多聚磷酸与 HF 合成

HPF6，再得到 PF5，生产过程实现了 LiPF6主要原材料的自给。公司采用的有机

溶剂法生产液体LiPF6的工艺省去了反复干燥、结晶的过程，有效降低制造成本。

同时，由于五氟化磷和氟化锂的反应过程不在强腐蚀性的氟化氢溶液中进行，对

设备的抗腐蚀能力要求明显降低。 

公司深耕电解液行业多年，通过技术攻坚，已经成功掌握新型锂盐 LiFSI、

添加剂 LiPO2F2、TMSP、VC 的生产技术，并已拥有量产相关产品的成熟经验。

公司在生产高镍三元电池用电解液过程中，创新性地采用正极成膜添加剂 M55

和 M235 与 DTD、二氟磷酸锂等添加剂组合，在保证电池拥有较低成膜阻抗的

同时，大大抑制了高镍正极高温对电解液的氧化导致产气的情况，得到客户的高

度认可。同时，公司已取得一系列包括一种用化学法测定双氯磺酰亚胺纯度的方

法、一种用离子色谱法测定双氟磺酰亚胺纯度的方法、一种双氟磺酰亚胺锂纯度

的测定方法、一种高纯度二氟磺酰亚胺的制备方法等与募投项目产品相关的专利

证书。 

公司碳酸亚乙烯酯（VC）的生产工艺技术来源于子公司浙江天硕自主研发，

技术成熟可靠，不属于国内首次使用的工艺，目前浙江天硕拥有在产的年产

1,000t/aVC 生产装置。受下游新能源行业的高景气、碳酸亚乙烯酯（VC）市场

现阶段产能与需求不匹配以及磷酸铁锂市场回暖等多重因素影响，VC 作为 2021

年电解液生产中的短缺环节，其市场价格一路从 15 万元/吨飙升至 50 万元/吨。

VC 本身属氟化工产业，环评审核严格，技术工艺有一定门槛，扩产周期普遍较

长，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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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链协同效应明显，一体化布局成本控制能力突出 

围绕主营业务及行业，通过内生式构建及外延式投资，公司形成了产业链纵

向稳定供应和横向业务协同的两大优势。内生式构建方面，公司通过自产主要产

品的核心关键原材料六氟磷酸锂、LiFSI、电解液添加剂及溶剂，持续创新完善

生产工艺、设备和技术，构建基础材料-电解质/添加剂-电解液循环产业链体系，

获取持续的成本竞争优势。外延式投资方面，公司通过并购具备核心客户或技术

优势的公司如东莞凯欣，参股上游核心原材料供应商、搭建下游材料循环产业、

横向协同产业链其他材料提供商，巩固和扩大公司在行业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电解液领域，公司积极布局六氟磷酸锂、新型锂盐、添加剂、循环溶剂等

中间体产品，加强电解液核心原材料供应能力，形成了基础材料-电解质/添加剂

-电解液的自身产业链闭环，将进一步增强成本管控与行业议价能力。 

（3）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与上游厂商签订长协订单绑定市场份额 

2017 年 LiPF6供给过剩、价格暴跌引发第一轮行业洗牌，部分中小企业产能

利用率低下，无法达到盈亏平衡，被淘汰出局。2016-2020 年，行业集中度基本

保持平稳，CR3 在 50%上下波动。进入 2021 年，在需求向好的大背景下，头部

厂商加大了产能扩张的力度，预计未来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整个产业链集中度的提高，上下游的绑定越来越紧密。这种绑定既保证

了下游客户锁定部分材料的单价，也保证了上游原材料未来几年的出货量，新进

入的企业或者小企业不具有这种客户资源优势，在行情出现波动的情况下盈利能

力得不到保证，竞争能力会逐步下降。作为行业内为数不多拥有电解质锂盐和添

加剂自产能力的国际优质电解液生产企业，得益于长期以来良好的品质口碑和供

应保障能力，天赐材料于 2021 年开始陆续与宁德时代、LG 等客户签订长期供货

协议，锁定电解液产量的背后，客户更看重的是现阶段供应偏紧的 LiPF6 产能。

此外，公司与 Tesla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扩展了国外优质汽车客户资源。 

4、项目涉及的审批、备案事项 

（1）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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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募投项目已取得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

于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予以备案的批复》

（池经信技术[2021]136 号）；东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东至县发展改

革委关于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2 万吨锂电材料项目节能报告的审

查意见》（东发改环资[2021]230 号）；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池州市生态

环境局关于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池环函[2022]51 号）；已取得皖[2022]东至县不动产权

第 0001700 号及皖[2022]东至县不动产权第 0001701 号建设用地不动产产权证。 

（2）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募投项目已取得湖口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江

西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2112-360429-07-02-748775）；湖口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

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节能报告>专家审查的批复》（湖工信字[2021]90 号）；九

江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九环评字[2022]9

号）；已取得赣[2020]湖口县不动产权第 0073306 号建设用地不动产产权证。 

（3）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募投项目已取得湖口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江

西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2108-360429-07-02-757785）；湖口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2 万

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节能报告”审查的批复》（湖工信字[2021]28 号）；九江

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九江天赐新动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九环评字[2022]6

号）；已取得赣[2020]湖口县不动产权第 0073306 号建设用地不动产产权证。 

（4）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募投项目已取得衢州市智造新城衢州智造新城管理

委 员 会 出 具 的 《 浙 江 省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 赋 码 ） 信 息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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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30851-04-01-632885）；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浙江天

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41000t/a 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I 期）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衢发改中[2022]14 号）；衢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浙江天赐高新材料有

限公司 41000t/a 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I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衢

环智造[2022]15 号）；已取得浙[2022]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2041 号建设用地不

动产产权证。 

5、经济效益评价 

（1）年产 15.2 万吨锂电新材料项目 

项目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 31.72% ，项目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 5.90 年（含建

设期），预期经济效益良好。 

（2）年产 2 万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 

项目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48.81%，项目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 4.34 年（含

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3）年产 6.2 万吨电解质基础材料项目 

项目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36.85%，项目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 4.10 年（含

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4）年产 4.1 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一期） 

项目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30.77%，项目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 4.35 年（含

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二）日化材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年产 6 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一期） 

产品规模 
10,000 吨/年甲基牛磺酸钠、5,000 吨/年羟异丙基磺酸钠、5,000 吨/年

羟乙基磺酸钠、3,000 吨/年氨基酸粉体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实施单位 九江天祺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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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周期 18 个月 

建设地点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区 

投资金额 总投资额 37,247.60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3,667.00 万元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拓展日化产业链上游环节，打通关键原料供应链条 

长期以来，天赐材料保持国内个人护理洗护类材料领域的领先地位。近几年

来，人们越来越注重洗发香波、高档护肤产品原料的天然性以及安全性，牛磺酸

系列表面活性剂如甲基月桂酰基牛磺酸钠、甲基椰油酰基牛磺酸钠由于其优异的

综合性能被用于各种中高档化妆品、清洗剂、泡沫浴液、香波、洗面奶及幼婴产

品的配制中，随着国内外洗护发产品对无硫酸盐表活（无 AES）需求呈上涨趋

势，牛磺酸系列表活将成为替代 AES 表活最具潜力的代表。 

而合成牛磺酸系列表活的关键原料在于甲基牛磺酸钠和牛磺酸，本募投项目

旨在拓展牛磺酸系列表活的上游原料甲基牛磺酸和牛磺酸等环节，通过原料自给

打破国内垄断格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牛磺酸系列表活产品的竞争力。 

（2）拓宽日化下游产品线，实现日化业务稳定增长 

本次募投项目中，甲基牛磺酸钠是一种主要用于生产牛磺酸系列阴离子表活

（甲基椰油酰基牛磺酸钠、甲基月桂酰基牛磺酸钠、椰油酰甲基牛磺酸牛磺酸钠）

的关键原料；羟乙基磺酸钠是一种化学品，主要用作表面活性剂中间体、日化及

医药中间体，在本项目中既可作为甲基牛磺酸钠和牛磺酸中间体使用，也可作为

生产表面活性剂椰油（月桂）酰羟乙磺酸酯钠的主要原料，同时该产品在电镀、

洗涤剂等行业也有广泛使用；羟异丙基磺酸钠主要用作表面活性剂中间体、日化

及医药中间体，本项目中主要作为生产椰油（月桂）酰羟异丙基磺酸酯钠的关键

原料；椰油/月桂酰基甘氨酸/谷氨酸盐等产品是一种在分子内具有氨基酸骨架的

氨基酸型表面活性剂，发泡性能优异，还具有酰基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特有的温和

性，易于生物降解，使用安全。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能够为公司现有日化材料氨基酸表活品类产品提供原料

支持，通过产业链向上延伸，提高原料成本管控水平，进一步增强公司日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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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部分产品可用于医药中间体、电镀、

洗涤剂等行业，为公司未来产品业务线拓展预留空间。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日化材料生产经验丰富，技术产业化体系成熟 

目前，公司生产的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主要有表面活性剂、硅油、水溶性

聚合物、阳离子调理剂等系列产品。公司产线平稳运行多年，可靠性强。生产配

备全自动 DCS 控制系统，生产工艺先进，产品质量稳定。同时，公司具有自主

研发的能力，拥有完备的合成实验条件及先进的仪器分析条件，可为产品研发提

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公司已形成了从实验室小试到产业化全流程配套服务的能力。

丰富的日化材料生产经验与完善的技术产业化流程，使得公司具备向上游产业链

拓展的技术能力。 

（2）日化材料客户资源优质，为产品产能释放保驾护航 

个人护理品材料氨基酸表面活性剂、新型水溶性聚合物和高性能有机硅乳化

剂等获得包括欧莱雅、宝洁、联合利华、雅芳、高露洁、蓝月亮、德谷、RITA、

拜尔斯多夫、科翼、上海家化等国内外大客户认可；公司在应用技术开发方面坚

持整套服务技术的输出，形成在化妆品、洗护、氨基酸洁面和特殊功效物悬浮稳

定等全方位解决方案；在前沿基础研发方面，公司加强绿色可持续合成技术的开

发，储备了多款天然来源可生物降解的功能聚合物技术，具有良好的客户基础。 

本次募投项目的产品为公司主要日化材料的上游原料，客户需求充足的前提

下，产能可以充分释放，并进一步推动公司现有日化材料产线的运行。 

4、项目涉及的审批、备案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募投项目已取得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

《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代码：2112-360429-04-01-492579）；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九江天祺氟硅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节能审查的批复》（赣发改能审专

[2022]14 号）；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九江天祺氟硅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吨日化基础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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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字[2022]17 号）；已取得赣[2018]湖口县不动产权第 0003909 号建设用地不

动产产权证。 

5、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7.75%，项目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 6.02 年（含

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补充流动资金规模 

本次募集资金中 83,842.14 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公司现有的资金情况、实际运营资金需求缺口以及公司

未来发展战略，整体规模适当。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3 月，公司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275,458.96 万元、411,904.64 万元、1,109,080.17 万元及 514,906.05 万元，2019-2021

年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100.66%。随着公司营业收入规模的高速增长，公司应

收账款和存货规模总体保持增长态势。而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业务

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亟需保持一定的流动资金以满足采购、生产、市场开

拓及日常运营等资金需求。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3 月，公司各期

研发投入分别为 12,589.90 万元、16,835.67 万元、37,817.19 万元及 17,442.81 万

元，研发投入逐年增长，需要占用一定的流动资金。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 44.25%、41.17%、46.98%及 45.24%，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降低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财务稳健性。 

同时，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类挑战，如市场环境变

化、信贷政策变化、重大突发事件等。在此情况下，充足的流动资金将为公司的

正常运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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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

影响 

（一）本次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83,842.14 万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资金保障。 

（二）本次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资本实力

进一步增强，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 44.25%、41.17%、46.98%及 45.2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提升。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净资产规模将逐步增大，资产负债

率将逐步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得到增强。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的逐步显现，预计公司营业收入将有所增长，公

司未来的长期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增强，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要

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能够进一步夯

实公司在锂电池材料行业的领先地位，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有利于

公司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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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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