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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核心业务、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锆业”）拟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0,000.00 万元（含本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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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 
云南东锆 63,476.83 46,000.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维纳科技 6,516.89 4,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东方锆业 20,000.00 20,000.00 

合  计 89,993.72 70,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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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1、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支持，行业前景持续向好 

锆材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等国家产业政策中鼓

励重点发展的高性能新材料之一，锆制品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耐热性、抗腐蚀性，

广泛应用于电子、陶瓷、玻璃、石化、建材、医药、纺织、航空航天、核电、机

械以及日用品等行业。上述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必

然带动对锆制品需求的持续增长，未来中国锆行业还有巨大发展空间。 

2、下游产业快速发展，氧化锆市场快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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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熔氧化锆的下游行业主要有耐火耐磨材料、陶瓷釉用色料、先进陶瓷、核

级锆材等行业。目前，锆质耐火材料主要用于玻璃窑炉、钢铁窑炉的关键部位，

未来将随着窑炉技术的升级将进一步提升锆制耐火材料的使用率，并将向水泥窑

炉及其他高温工业窑炉领域扩张。新的应用领域来自于种植牙、手机背板、5G 基

站滤波器、锆基非晶合金等领域，市场前景巨大。此外，随着下游 5G 通信、电

子元器件等行业的需求发展，国产替代进程加快等，以氧化锆等制成的特种陶瓷

材料在新材料中的地位越显突出，特种陶瓷的发展前景巨大。 

3、控股股东支持公司做大做强锆产业 

龙佰集团入主之后，一直致力于协助公司做大做强主业。龙佰集团支持公司

通过内生和外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完善公司的产业布

局，强化公司在锆产业中的行业地位及综合实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1、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强资金实力，助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有效增强了公司资本实力，提升了公司

短期偿债能力，公司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改善了资本结构。通过偿还有息负债，

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了公司经营安全性和盈利能力，使公司能够聚焦主

业。2021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15,051.08 万元，较 2020 年度大幅扭亏。 

同时，随着公司收入的持续增长，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公司具有

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商业信用，但仅靠自身积累和银行授信仍难以满足

业务发展的全部资金需求。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助于缓解业务快速

发展带来的资金压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高公司的抗风

险能力，助力公司持续健康成长。 

2、扩大和优化主营业务，持续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采用

更为先进的设备和工艺，能有效提升公司整体电熔氧化锆生产制造水平。同时，

本次项目所在云南楚雄州水电价格明显低于其他省份电力价格，有助于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后，新



4 

增电熔氧化锆产能 2 万吨，置换耒阳东锆落后产能 1 万吨，届时公司拥有电熔氧

化锆产能 3.6 万吨，成为国内规模前列的电熔氧化锆生产企业。 

本次发行是公司把握市场发展趋势，扩大业务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综

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巩固公司的市场地

位，增强市场影响力，进而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未来盈利能力。 

3、改善研发环境，开展技术研发工作，丰富技术储备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及产品结构的升级调整，现有场地、软硬件设施及

人员条件无法满足公司未来研发、测试等科研工作开展的需要。公司亟需建立完

备的开发、测试、工艺平台，引进高端的研发测试设备，增强公司技术研发的协

同性，实现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解决技术难题。 

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有助于提升公司

自主可控技术能力，筑高公司技术护城河，加快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同时，

有利于引进项目研发所需的先进技术人才，有效优化公司研发环境，是实现公司

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一）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由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云南东锆实施，公司将通过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注入全资子公司云南

东锆。 

项目名称 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云南东锆 

项目实施地点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 

2、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63,476.83 万元，其中建设工程投资 51,964.45 万元，主要用于

项目相关硬件设备的购置和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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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费 1,483.34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33%；铺底流动资金 10,128.83 万元，

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15.93%。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公司已投入自有资金

3,763.31 万元实施项目前期建设。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6,000.00 万元继续投入项目建设，本项目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比例 

1 建设投资 51,964.45  81.74% 

1.1 建筑工程及设备购置安装费 47,837.88  75.24% 

1.1.1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1,560.60  33.91% 

1.1.2 土建工程费 26,277.28  41.33% 

1.2 建设工程其它费用 1,606.66  2.53% 

1.3 土地购置费 2,519.91  3.96% 

2 预备费 1,483.34  2.33% 

3 铺底流动资金 10,128.83  15.93% 

4 项目总投资 63,476.83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扩大高附加值产品产能，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重矿物、氯氧化锆和二氧化锆等，其中重矿

物和氯氧化锆占比较高，而产品附加值更高的二氧化锆和电熔氧化锆占比较低。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电熔氧化锆的产能得到有效扩

大，公司整体的产品结构将得以进一步优化，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2）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市场竞争力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锆系制品等工业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正通过内生和外延发展的模式，引入优质的资产和项目，不断丰富公司锆产品的

品种，完善公司锆产业链的业务构成。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后，新增电熔氧化

锆产能 2 万吨，置换耒阳东锆落后产能 1 万吨，公司将拥有电熔氧化锆产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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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成为国内规模前列的电熔氧化锆生产企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的建设，公司将大幅提高电熔氧化锆产能，进一步提高规模效应。 

同时，电熔氧化锆的生产过程耗电大，电力成本占制造成本比重较高。本募

投项目实施地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当地水电能源丰富、供给充足，

水电价格低廉，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公司该产品的盈利能力，进而巩

固和提高公司电熔氧化锆业务的市场地位和增强核心竞争力。 

（3）优化生产工艺、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 

近年来随着行业技术迭代升级加速，锆及其制品的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涌现，

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客户对锆及其制品的纯度、粒径指标、辐射指标等方面的品

级指标要求不断提升，因此相关生产企业只有不断优化生产设备、工艺，提高锆

及锆制品产品品质，才能持续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保持市场竞争力。目前，公

司位于河南省与湖南省的电熔氧化锆生产线，生产设备及工艺较为传统，且未实

现信息化、智能化。 

因此，公司需要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建设生产基地、产线，购置行业先进的

稳定电熔锆电弧炉与单斜电熔锆电弧炉生产设备，建设集成 PLC 控制系统，提升

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为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提供保障。 

（4）提升财务稳健性，优化资本结构 

近年来，锆制品市场竞争激烈，为应对市场竞争的压力，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最近几年债务融资规模较大。2020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式募集资金偿还了部分负债，降低了资产负债率，但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

扩大，对于营运资金的需求仍然较大。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公司资本结构得到优

化，资本实力得到增强，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信用等级，增强后续融资能力。依托

资金优势，公司后续在业务布局、人才引进、研发投入等方面将进一步进行战略

优化，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升级，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健康、

长远发展，进而帮助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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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投项目市场容量大，为市场开拓提供强有力支撑 

本次募投项目为 3 万吨电熔氧化锆项目，产品为电熔氧化锆。电熔氧化锆除

了耐火耐磨材料、陶瓷釉用色料等传统市场外，在种植牙、手机背板、5G 基站

滤波器、锆基非晶合金等新兴领域也逐步拓展。此外，电熔氧化锆在刹车片、涂

层、氧化锆复合材料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 

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新增的应用市场使得项目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为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市场基础。 

（2）公司具备实施项目的经验和能力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锆系制品等工业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锆

制品领域，公司具有丰富的人员储备和专业技术储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次

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密切相关，是公司现有业务的规模扩大，所面临的市场

环境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高度相关性。公司已有的人员储备、技术储备和客户储

备，公司多年积累的锆系列产品的工艺、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可以

借鉴和运用。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计划在 2023 年达产。根据测算，预计项目内部

收益率（税后）为 20.15%，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为 8.76 年，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备案、节能审查、土地与环评等事项 

（1）项目备案 

本项目已取得禄丰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证》，备案号为 2104-532331-04-01-901488。 

（2）节能审查 

本项目已取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云南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陶瓷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节能

报告的审查意见》（云发改资环[2022]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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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已取得楚雄州生态环境局禄丰分局出具的《关于云南东锆新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3 万吨电熔氧化锆陶瓷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环评表批复》（禄环审[2022]3

号）。 

（4）土地 

本项目涉及用地已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云 2021 禄丰市不动产权第

0002782 号）。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将在公司现有技术基础上，通过构建专属的研发及测试环境，完善产

品和技术的创新体系，对核心技术进行预研、技术攻关，从而紧跟业界技术发展

动态和发展趋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各个业务领域提供技术支撑，

支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项目由全资孙公司维纳科技实施，公司将通过增资的

方式，将募集资金注入维纳科技。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研发场地的装修、先进

研发检测设备的购置、研发人员的招聘。 

2、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6,516.89 万元，包括建设投资 4,807.85 万元，房屋装修费

1,775.00 万元，项目实施费用 1,564.80 万元，预备费 144.24 万元。公司拟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继续投入项目建设，本项目具体投资明

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合计 占比 

1 建设投资 4,807.85  73.78% 

1.1 设备及软件投入 3,032.85  46.54% 

1.1.1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992.85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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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软件工具购置费 40.00  0.61% 

1.2 场地装修投入 1,775.00  27.24% 

2 预备费 144.24  2.21% 

3 项目实施费用 1,564.80  24.01% 

3.1 人员薪酬 124.80  1.92% 

3.2 其他投入 1,440.00  22.10% 

4 项目总投资 6,516.89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巩固行业地位，确立竞争优势 

公司是国内锆行业中技术领先，最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也是全球锆产品品种最齐全的制造商之一。未来，公司要巩固目前的行业地位不

仅要加强锆矿提取基础技术层面的研发能力和知识积累，而且要具备锆制品应用

层面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将着重对电熔氧化锆生产、

氧化锆陶瓷手机背板应用、氧化锆齿科材料应用及锆基固体燃料电池电解质材料

等技术应用进行重点投入，其研发成果将充实现有产品研发体系中的资源线，使

公司能够引导市场需求变化，领先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占据市场先机，

在巩固公司行业地位的同时，确立未来的竞争优势。 

（2）加快技术创新，满足下游需求 

锆制品本身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耐热性、抗腐蚀性等特点，除应用在传统陶

瓷、铸造等领域外，锆制品还正加速渗进如 3D 打印、动力电池、记忆合金及光

伏发电等新兴行业。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新兴市场对锆的需求增加将

进一步带动锆市场持续扩容。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聚焦锆产业下游应用需

求的发展变化及趋势，拟加大在牙瓷用超透复合氧化锆粉体、锰酸锂三元电池材

料用氧化锆粉体、超细硅酸锆粉体、粉色陶瓷用钇稳定复合氧化锆等工艺技术及

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加快相关技术创新，满足下游用户需求，以期牢牢抓住锆

市场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3）吸引优秀人才，增强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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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发中心的投入有利于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加强企业产学研结合、加

速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对研发中心的扩建，公司能够大力扩充研发人员、引进行

业高端人才、造就一批技术创新带头人。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积极改善科

研环境，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扩大科研人才队伍，培养公司人才梯队，增强公

司人才储备的同时，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政策支持是项目实施的有利保障 

锆是我国战略性储备资源，锆行业是国家重点支持、鼓励发展的高科技行业。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以锆为代表的高性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对相关锆制品的

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为此，国家相关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和支持其发

展和技术创新。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我国以锆为代表的高性能新材料行业面

临着巨大的历史机遇，本项目可以借助国家政策的落地和行业的快速发展而顺利

实施。 

（2）强大技术研发实力为项目实施提供支撑 

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工艺设备改造、人才引进和培养、新技术的运用

和新产品的开发，始终把科技创新当作公司的工作重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合法拥有已授权专利 4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

专利 31 项，已受理待授权专利 3 项。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性能 Al-Y 复合氧化锆

粉体”是广东省重点新产品，并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项目（第

一批），“注射成型新工艺生产氧化锆结构陶瓷制品”等项目成功通过广东省科技

厅科技成果鉴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公司还积极开展产学研方面合作，取得了众多显著成果。2000 年，

公司技术中心被汕头市科技局认定为“汕头市粉体工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并与“清华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成立了“锆材料开发

应用孵化中心”；2015 年，公司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7 年，公司与上

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上海交通大学—东方锆业先进锆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决

定在纳米级氧化锆陶瓷的粉体制备以及陶瓷烧结工艺的研发、科研开发、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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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技术指导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其研发团队和技术资源，进一步提

高公司氧化锆陶瓷的研发水平；2019 年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合作

研发“金属基复合材料用高强韧 ZTA 陶瓷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 

综上所述，公司建设形成了成熟的研发体系，为本次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

的技术团队和经验借鉴，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了行业现状、发展战略、财务状况以及市场融资环境等自身和

外部条件，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2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进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健康

良性发展，实现战略发展目标。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补充流动资金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现有的业务发展和规模扩张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流动资金的增加将有利于公司正在或即将开发和实施的项目能够顺利推

进，同时也能提升公司净资产规模，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信用等级，增强后续融资能力，拓展发展空间。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上述流动资金进行管理，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进行合理运用，对于上

述流动资金的使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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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发行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

围保持不变。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产品结构将得到优化、研发实力显著增

强、资金实力将得到充实，公司将成为国内规模前列的电熔氧化锆生产企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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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本次发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增

强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资本实力将进一

步增强，营运资金得到进一步充实。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资产结

构将得到优化，有利于公司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持续发展提供有效

保障。 

五、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经过审慎分析论证，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备必要性

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整体竞

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从而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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