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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公司经营效益、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广

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管桩”或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投资以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金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 

1 
浙江湖州年产600万米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智

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54,854.86 49,500.00 

2 
江苏泰兴PHC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线建设项

目 
46,202.92 4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0,500.00 10,500.00 

合计 111,557.78 100,000.00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规模将不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规模。若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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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

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和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湖州年产 600 万米 PHC 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智能化生产线

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三和管桩下属子公司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拟

通过在湖州市南浔区建设长模车间、短模车间以及实心方桩车间等生产车间，购



3 

 

置包括“切断墩头编笼自动线、端板压裙机、端板拆卸作业台、自动合模机”等

在内的先进的管桩生产设备，建设现代化的管桩生产线。本项目建成达产后，有

利于提升公司管桩产品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扩大公司产品的生产规

模，填补公司在湖州及周边地区的市场空白，并与三和南京、苏州基地形成鼎足

之势，通过产销协同更好服务长三角区域各类国家重点工程，进一步发挥规模效

应。同时，新生产线的建成对提升公司产品的生产质量，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

率和交付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巩固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具有重要

意义。 

2、项目投资预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54,854.8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54,854.86 万元，包含工

程费用（建筑工程费、软硬件购置费及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和预

备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1 建设投资 54,854.86 100.00% 

1.1 工程费用 51,021.00 93.01% 

1.1.1 建筑工程费 25,390.50 46.29% 

1.1.2 设备购置费 25,630.50 46.72% 

1.2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282.81 2.34% 

1.3 预备费 2,551.05 4.65% 

2 项目总投资 54,854.86 100.00% 

3、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整个建设期是“年产 600 万米 PHC 预应力

高强度混凝土管桩智能化生产线”项目新建的过程，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 T+1 T+2 T+3 T+4-T+11 

  
Q1-Q

2 

Q3-Q

4 

Q1-Q

2 

Q3-Q

4 

Q1-Q

2 

Q3-Q

4 

Q1-Q

2 

Q3-

Q4 

1 工程建设及装修         

2 设备安装调试         

3 员工招聘及培训         

4 释放 25%产能          

5 释放 75%产能         

6 释放 100%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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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经综合测算，本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也称“内含报酬率”）为 20.67%，

高于资金成本或债务利率，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提

高股东回报。 

5、项目涉及土地、备案与环评事宜 

（1）项目用地 

本项目由三和管桩下属子公司湖州三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建设项目拟

选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目前正在履行用地审批手续。 

（2）项目备案及环评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向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提交备案，能评及环评

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江苏泰兴 PHC 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线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三和管桩下属全资子公司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拟

通过在“泰兴虹桥工业园区临港产业大道以西，江堤路以东”建设生产厂房、办

公楼等建筑，购置包括“切断墩头编笼自动线、端板压裙机、端板拆卸作业台、

自动合模机”等在内的先进管桩生产设备，建设管桩生产线。本项目建成达产后，

有利于提升公司管桩产品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扩大公司产品的生产

规模，填补公司在泰兴市及周边地区的市场空白，通过产销协同更好地服务于长

三角区域各类国家重点工程，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同时，新生产线的建成对提

升公司产品的生产质量，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交付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

竞争能力，巩固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投资预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46,202.9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6,202.92 万元，包含工

程费用（建筑工程费及设备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资金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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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投资  46,202.92  100.00% 

1.1 工程费用  43,300.74  93.72% 

1.1.1 建筑工程费  13,756.26  29.77% 

1.1.2 设备购置费  29,544.48  63.95%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37.14  1.60% 

1.3 预备费  2,165.04  4.69% 

2 项目总投资  46,202.92  100.00% 

3、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整个建设期是泰兴“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

智能化生产线”新建的过程，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 T+1 T+2 T+3 T+4 

  Q1-Q2 Q3-Q4 Q1-Q2 Q3-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1 
工程规划设计、基

础设施建设及装修 
        

2 设备购置         

3 设备安装调试         

4 员工招聘及培训         

5 释放 50%产能         

6 释放 100%产能         

4、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经综合测算，本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也称“内含报酬率”）为 15.53%，

高于资金成本或债务利率，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提

高股东回报。 

5、项目涉及土地、备案与环评事宜 

（1）项目用地 

本项目由三和管桩下属全资子公司泰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建设，建设项目拟

选址“泰兴虹桥工业园区临港产业大道以西，江堤路以东”，目前正在履行用地

审批手续。 

（2）项目备案及环评 

截至预案出具日，本项目已获取江苏省泰兴市虹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备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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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备案证号为虹政投备（2022）44 号，能评及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补充流动资金 

预制混凝土桩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资金占用量大；公司大部分融资主

要依靠银行借款进行，利息费用的支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大。结合公司未

来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特点，为减少负债规模，优化财务结构，本次拟使用

10,5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项目背景分析 

1、国家政策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关于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以促进节能减排，实现制造

强国的战略发展目标。2016 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

转型行动计划（2021-2023 年）》《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建

筑业发展规划》等文件，旨在提升包括材料、基建等在内的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推进先进绿色建筑技术示范应用，实现建材工业产业链的

节能化、现代化、安全化，促进基建等传统行业迈入先进制造业行列。 

2021 年 12 月，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发布了《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十

四五”发展指南》，其中提到打造行业绿色环保低碳底色，发展高性能通用型部

品化预制构件，加快开发低碳固碳混凝土材料与制品技术，大力发展生态功能混

凝土材料与制品等绿色低碳环保的工作规划。随着“双碳目标”融入社会经济发

展的各个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各行的共识，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也因此迎来新的重要历史发展机遇。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有利于公司抓

住行业发展机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效率。同时，补充流动资金为公

司扩大主营业务生产经营规模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资本实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2、我国预制混凝土管桩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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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建筑工程预制混凝土桩的需求不断增

加。截至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管桩产量最大、品种最多、规格最全、应用范围

最广的国家之一。2015 年以来，我国预应力混凝土管桩行业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2021 年预制混凝土桩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量为 48,628 万米，同比增长 2.3%。在

稳增长的预期下，2022 年一季度预制管桩市场需求激增，尤其是华东、华南沿

海地区，预制混凝土桩供不应求，延续了 2021 年下半年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

根据“十四五”规划，到 2035 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 65%，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随着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的市场需求还将不断增长，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3、行业生产模式逐步转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不断加深，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也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上述趋势的影响下，预制混

凝土桩行业的生产模式也加快了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的转型。预制混凝土

桩行业现有生产设备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但劳动强度大，需要大量的人工才能

完成钢筋笼的制作、混凝土的布料、脱模等工序，生产线整体自动化程度不高，

而招工难也是行业生产企业面临的最大困扰，实现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是

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

作方案》，指出加强推广高效精馏系统、高温高压干熄焦、富氧强化熔炼等节能

技术，鼓励将“高炉—转炉”长流程炼钢转型为电炉短流程炼钢，推进钢铁、水

泥、焦化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节能化也成了预制混凝土桩行业发展的

硬性要求。 

三和管桩经过多年的研发和持续改进，开发出了自动切筋与墩头一体化、自

动编笼机、自动张拉机、蒸汽自动监控装置、悬挂式拆模装置真空吊具、泵送喂

料装置等设备，有利于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对工人数量的需求，提高公司及行业

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公司积极使用高压蒸汽养护、

热电联产系统，促进了生产过程能量的良性循环，大大减少了能耗，提升了生产

效率，实现了生产的节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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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必要性分析 

1、扩大管桩产品的市场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建筑工程预制混凝土桩的需求不

断增加，但与此同时，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作为充分竞争市场，在部分地区

也呈现出竞争激烈化的趋势。截至预案出具日，公司在广东、江苏、浙江、湖北、

福建、湖南、安徽、山东、山西、辽宁等地设有 17 家管桩生产基地，并配套了

相应的运输子公司和完备的运输网络，产品覆盖能力较强。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扩大销售区域布局，提升产品质量和对市场的快速响应能力，通过

产销协同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抢占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

市场份额，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供给能力。 

2、突破产能瓶颈，满足公司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公司的产能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2020 年，公司桩类产品的

产能为 3,408.97 万米，产能利用率为 109.65%；2021 年度，公司的产能为 3,785.85

万米，产能利用率为 108.84%。虽然公司的产能在稳步提升，但产能利用率仍超

过 100%，产能长期超负荷运转，给公司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一定障碍。为满足公

司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公司亟需扩大管桩产品的生产规模，增加新的生产线，

进一步扩充产能，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将

新增“PHC 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年产能 1,050 万米，大幅缓解公司现有产

能不足的情况，增加公司的产品产量，为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

础。 

3、改善生产工艺，实现降本增效  

经过近二十多年发展，公司在行业内积累了领先的技术，并不断加大对产品

研发、工艺流程优化的投入，以提高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产品的质量和生产

工艺的自动化水平。公司生产的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PHC 管桩）已经成为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产品。本次募投项目将采用先进变频

系统进行生产，新设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改善产品生产工艺，提

高自动化水平及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能耗，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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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化资本结构，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还款压力，改善资本结构的同时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公司强大的品牌效应可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自有品牌为主”的战略，产品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截至目前，公司为中国中铁、中国核建、中国电建、中国建筑、宝山钢铁、武汉

钢铁、万科股份、碧桂园控股、绿地控股、保利房产、万达商业、雅居乐集团、

中冶武勘、中交一航局、中南建设、葛洲坝集团、山东高速、山东建勘、浙江石

化、安徽水利水电、上海宝冶、上海建工集团、沙钢集团、浙江德荣化工、中铁

物资、中国南海工程、中国化学工程、山东裕龙石化、中国核工业、中国铁工、

中国十七冶、中国地质工程、中国二十冶、江苏恒力化纤、中国二冶等国内众多

知名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三和”品牌产品受到客户的肯定。 

“三和”品牌在业内已经取得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口碑，公司日益提升的自

有品牌影响力有利于加快市场拓展和产品推广，助力企业产能的消化。 

2、公司拥有良好的管理团队和人才培养体系 

公司高管团队稳定，管理层拥有多年的行业及企业管理经验，形成了公司突

出的管理优势。管理层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总结行业产品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的方法，形成了规范度高又切之有效的生产经营制度，大大提高了公司

的市场反应能力，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公司建立了完

善的人才培养和激励体系，综合运用薪酬福利、绩效和任职资格评定等方法，聚

集了大量优秀的技术创新、生产管理、市场营销人才，为公司各基地的建设打下

了良好的人才基础，有利于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3、公司具备强大的研发和技术实力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产品研发与技术提升，在多年的发展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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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实力不断增强，构建了完善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截至目前，公司在预应力

混凝土管桩的核心生产工艺、检测技术和应用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

术储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自主研发

形成了一系列环保技术，使公司的生产可以满足行业及地区的环保监管要求。公

司本次募投项目围绕主营业务展开，公司多年的研发和技术积累可以直接应用于

募投项目，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4、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监管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所处行业发

展的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现状，符合公司未来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业务发展规划，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经济效益提升

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

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行。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有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扩大业务规模，实现产业升级及战略拓展，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公司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得到提

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将得到增强，净资产规模进

一步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改善，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增强公司

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包括公司财务能力在内的

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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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行性结论分析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有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

公司抗风险能力并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拓展公司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领域业务规模，整体提

升公司管桩产品产能，在下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加强供货能力，保证

公司生产平稳、健康进行，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具有明显

的综合经济效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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