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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万

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实施主体 

一、砂石骨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池州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

贵池区公共矿产品运输廊道

建设项目 

278,000.00 253,470.44 

池州中建材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池州中建材”） 

枞阳南方材料有限公司安徽

省枞阳县黄公山建筑石料用

凝灰岩矿 2,000 万吨/年采矿

及矿石加工建设项目 

207,761.74 73,691.39 

枞阳南方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枞阳

南方” 

东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1,500 万吨无机非金属新材

料建设项目 

52,345.70 37,086.95 

东平中联水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平

中联”） 

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

司年产 1,000 万吨骨料加工

项目 

53,435.76 46,275.55 

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腾跃同力”） 

泌阳中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 2,000 万吨建筑骨料生产

项目 

150,000.00 133,650.99 

泌阳中联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泌

阳中联”） 

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0 万吨/年砂石骨料项目 
312,328.52 52,506.44 

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建

材新材料”） 

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熔剂

灰岩深加工项目 
38,308.52 29,765.58 

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建

材新材料”） 

黄河同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

建设项目 
65,101.69 22,600.47 

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

“黄河同力”） 

二、水泥绿色智能技改升级项目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水泥

粉磨绿色智能制造技改项目 
16,924.69 16,404.07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鲁南

中联”） 

六安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水泥

粉磨生产线绿色智能化升级

技改项目 

23,169.00 17,712.14 

六安南方水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六安

南方”） 

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绿色

智慧水泥制造生产线项目 
44,046.89 27,481.51 

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徐州

中联”） 

三、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实施主体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性

资金 
289,354.47 289,354.47 天山股份 

合计 1,530,776.98 1,000,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

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在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

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

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 11 个固定资产项目均集中于砂石骨料生产线建设、水

泥绿色智能技改升级，高度契合国家对建材行业的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建材行

业的市场发展趋势，突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未来发展方向。 

（1）符合产业政策需求 

建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颁布各项政

策指导建材行业的健康发展。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4 号），

提出加快发展专用水泥、砂石骨料、混凝土掺合料、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水泥制品和部件化制品。合力推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转型升级、降本

增效工作。2019年 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工信部联原[2019]239 号），

其中明确，到 2025 年，形成较为完善合理的机制砂石供应保障体系，产品质量

符合 GB/T 14684《建设用砂》等有关要求，以 I 类产品为代表的高品质机制砂

石比例大幅提升，年产 1,000 万吨及以上的超大型机制砂石企业产能占比达到

40%，利用尾矿、废石、建筑垃圾等生产的机制砂石占比明显提高，“公转铁、



公转水”运输取得明显进展。同时要求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完

善内河水运网络和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封闭式运输皮带廊道，逐步

减少散货露天装卸量。2020 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建材工业智

能制造数字转型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到 2023 年，建材工业信息

化基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取得明显突破，重点领域示

范引领和推广应用取得较好成效，全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

升，经营成本、生产效率、服务水平持续改进，推动建材工业全产业链高级化、

现代化、安全化，加快迈入先进制造业。 

在加快节能减排步伐、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及加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背景下，大型

化、环保化、绿色化、智能化生产已经成为建材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次募

集资金均投向砂石骨料生产项目及水泥绿色智能技改升级项目的建设，高度契

合国家对建材行业的产业政策导向。本次建设投资的砂石骨料项目均为千万吨

左右的大型矿山，与区域内原有的中小型砂石骨料产业相比，相关砂石骨料矿

山加大了绿色智能化投入，严格按照绿色矿山要求予以建设，努力建成开采方

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

态化的先进骨料生产线，建设矿地和谐的绿色矿山，符合产业规划发展需要；

本次投资建设的水泥绿色智能技改升级项目均为在已有水泥熟料生产线基础上

通过技术改造和新一代水泥装备的投资建设，对水泥粉磨生产线进行更新换代，

在降低水泥单位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利用智能化手段提高水泥粉磨

的生产效率，并实现熟料产品自用率的提升，同样符合国家对建材行业的产业

政策导向。 

（2）符合市场发展方向 

建材工业是与基础设施建设、住行消费升级及加快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

产业，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下，围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建材产品的市场需求有望保持稳健。同时，在加快节能减排步伐，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以及加



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水泥、砂石骨料、商品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供

给端有望保持平稳，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相对稳定，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提供

了稳健的市场环境。 

同时，本次募投项目中拟重点投资砂石骨料领域，相关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扩大上市公司的砂石骨料产能。上市公司重点布局砂石骨料产业，与该产

业大型化、绿色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我国建筑结构以混凝土结构

为主，消耗了世界 60%以上的混凝土，混凝土中 70%以上是砂石骨料。随着基

础建设投入和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砂石骨料的需求快速增长。以往，由于河砂资源丰富、开采成本低廉，一度成

为建设用砂石的主力军。但长期开采消耗了自然资源，很多地区有限的天然砂

资源接近用尽，不仅影响建设工程进度，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随着政府

部门对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工作的日益重视，各地不断加大河砂开采的整治力

度，机制砂石代替天然砂石将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从全国范围内看，诸多省份强化了对部分中小型石场的环保审查力度，诸

多原有中小型砂石骨料生产线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被勒令停业整改，周边建筑砂

石骨料供应紧张，砂石骨料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的突出矛盾，更有效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多个省份正在

推进区域内砂石骨料矿山及资源的整合工作，通过引进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力

量和装备、资金雄厚的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带动建筑砂石骨料行业向大型化、

自动化、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发展，促进砂石骨料行业快速转型升级，提

高砂石行业装备智能化水平，用新工艺、新产品为环境减压，改善矿区的生态

环境。 

本次募投项目中的砂石骨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均为千万吨左右的大型砂石骨

料项目，以生产高品质的机制砂石骨料等矿产品为最终产品目标，项目实施后

对于相关区域内的砂石骨料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且相关产品能够解决区域

市场砂石骨料产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3）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矿业大国，但由于部分矿山资源开发与矿山保护相分

离，在不正确的矿山开采方式下，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不仅破坏植被

和地貌景观，而且产生大量粉尘和废气、废水、废渣，严重污染周边空气、水

体和土壤。 

2017 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并先后出台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2019-2020）》、《绿色制造工程硕士指南》、《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的通知》、《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政策性文件。随着我国“双碳”

目标的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减少碳排放，落实环境保护要求成为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绿色矿山建设，国土资源部也专门制定了《关于贯

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绿色矿山建设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任务以及绿色矿山创建的基本条

件。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我国许多矿山企业已向着绿色发展的目标迈

进，开始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转变矿业发展方式，实现矿业经济可

持续发展。 

本次募投项目集中投资于大型砂石骨料矿山，相关矿山均整合了区域内优

质资源，拟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力量和智能化的生产装备，在提升生产效率、

推动当地砂石骨料行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当地矿区的

绿色矿山建设及生态保护，对于促进和提升绿色矿山建设将起到引领作用，符

合我国采用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4）符合水泥行业优化升级、智能化转型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推动建材等原材料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 

本次水泥绿色智能技改升级项目旨在对现有水泥粉磨生产线优化升级，努

力打造低排放、低能耗、高智能化的现代化绿色工厂，采用国内外先进、成熟、

节能、环保、高效的工艺技术与装备，以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为

手段，提高生产过程的智能控制和信息管理水平，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相关募投项目的实施对推进水泥行业和上市公司“补短板、调结构、

增效益”及绿色智能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5）符合天山股份战略发展需求 

水泥企业与砂石骨料行业在客户、市场、矿产资源、工艺与装备以及人力

资源高度的互补与整合优势，使得水泥企业进入砂石骨料等产业成为水泥结构

调整、企业发展、做强做优的重要模式之一。砂石骨料等产业作为建材行业的

一部分，可以依托水泥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成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

经营管理、技术发展等方面得到较大提升。 

目前国际上大型水泥企业如霍尔希姆、海德堡、西麦斯、CHR 等均已进入

砂石骨料行业，实现水泥、骨料等多元化发展。2021 年，霍尔希姆水泥年销量

约为 2 亿吨，骨料年销量约为 2.7 亿吨；海德堡水泥年销量约为 1.3 亿吨，骨料

年销量约为 3 亿吨。两家公司的骨料销量已经超过其水泥销量，骨料业务已经

成为其重要利润来源。目前国内主要大型水泥企业也在积极拓展骨料业务。截

至 2022年 6月底，天山股份拥有熟料产能约 3.2亿吨、商混产能约 4.2亿方、骨

料产能约 1.9亿吨，天山股份的砂石骨料产能与熟料、水泥产能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按照国际上大型水泥企业发展模式，天山股份未来将重点发展砂石骨料业

务等“水泥+”业务，利用公司在基础建材行业生产经营的丰富经验，推动产业

链的进一步延伸，实现从矿山到熟料、水泥、砂石骨料到商品混凝土的垂直产

业链的整合和匹配，形成优质资源互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上市公司构建新

的利润来源。 



同时，天山股份加大对水泥生产绿色智能化的投入力度，持续通过创新技

术的应用和新型装备的投资建设，提升水泥生产线的绿色智能化水平。本次投

资的水泥绿色智能技改升级项目，均是在重点布局区域，基于上市公司成熟的

熟料生产线，对原有水泥粉磨产能进行技术改造，是上市公司提升生产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熟料自用率的重要举措，对上市公司强化对产业链的把控

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均有积极作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池州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贵池区公共矿产品运输廊道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278,00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253,470.44万元，实施地点为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横山矿区。本项目为池州中建

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4,000万吨骨料生产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骨料

生产项目的对外运输线路。 

本项目拟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横山矿区至秋江街道幸福村码头建

设约 38km长胶带输送机及收尘系统，其中隧道约 13km，高架约 25km，并配套

供电、供水、环保、消防等设施。本项目设计运输能力达到 6,000 万吨/年，其

中自产矿产品运输 4,000 万吨，社会矿产品运输 2,000 万吨。 

本项目主要用于改变传统公路运输方式，建设封闭式运输皮带廊道，减少

散货露天装卸量，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砂石运输实现全程监管，构建绿色物流和

绿色供应链，减少超限超载车辆上路，缓解汽车运输带来的道路损坏、安全、

噪声、粉尘等社会问题，促进当地主要矿山实现绿色环保、科技智能等高质量

的发展。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池州中建材，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2020 年 7 月，安徽省发改委等 14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的实施意见》（皖发改价费[2020]467号）提出，到 2020年底，全省年产

量 500 万吨以上高质量机制砂石生产企业不少于 10 家，鼓励合肥、池州、铜陵、

安庆、芜湖、马鞍山、宣城、黄山、滁州、六安、蚌埠、宿州、淮北等有砂石

矿产资源储备的市加快机制砂石开发利用，重点发展 500 万吨以上的大型机制

砂石生产企业，在满足全省砂石需求的同时，加大对长三角地区协同联供。对

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机制砂石企业，按规定建设铁路专用线或皮带廊道专用线。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境内矿产资源主要集中于南部山区，尤其以齐石公路

沿线的棠溪、梅街、里山等 3 个镇街道居多。长期以来，该区域矿产品对外运

输单纯依赖公路，车辆超载、超速和撒料、扬尘等对公路破坏严重，交通事故

频发，严重影响了沿线居民生产生活，且极大限制了沿线矿山生产规模，成为

制约当地矿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为切实改变齐石公路沿线矿产品外运方式，促进沿线矿山生产规模释放，

解决环境污染、道路破损和交通安全等问题，根据池州市政府加快齐石公路沿

线环境综合整治的部署要求，贵池区政府计划采取政府与国有大型建材集团及

社会资本合作的运作模式，将矿山开采及加工、矿产品运输和码头特许经营权

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建设与运营一条集矿山开采、加工、运输专线、港口物

流管理、市场营销等一体化的大型矿产品矿山开采、大型矿产品加工基地、运

输专线，将棠溪、梅街、里山、涓桥等镇街道的矿产品通过运输廊道运送至长

江码头。 

本项目即为池州市政府为解决矿区运输粉尘及排放污染问题而重点推进的

项目，可以有效减少汽车运输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高度契合国家产业政策，

并能够在解决本公司重点砂石骨料项目对外运输问题的同时，产生良好的外部

效应，带动矿区运输方式的转变，形成一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78,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53,470.44 万元，具

体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96,425.38 96,425.38 

2 设备购置费 94,464.60 94,464.60 

3 安装工程费 19,008.14 19,008.14 

4 其他工程费 47,643.86 43,572.32 

5 预备费 10,250.35 - 

6 建设期利息 9,607.67 - 

7 铺地流动资金 600.00 - 

合计 278,000.00 253,470.44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运输能力为 6,000 万吨/年，预计实现年销售收

入 98,587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用地预审意见。 

 

（二）枞阳南方材料有限公司安徽省枞阳县黄公山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 2,000

万吨/年采矿及矿石加工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207,761.74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73,691.39 万元，实施地点为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本项目计划于安徽省枞阳县

建设年产约 2,000万吨的矿山工程及机制砂石骨料生产线，具体内容包括从建筑

骨料粗碎旋回破系统至初级骨料成品混合料储库为止的约 2,000 万吨/年初级骨

料项目生产线，以及有关必要的辅助生产、生活设施等。 

本项目建设有效发挥股东各方的管理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

势，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增强上

市公司在长江沿线的骨料产能，提升上市公司砂石骨料业务的综合竞争力。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枞阳南方，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为促进安徽省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更好保障全省工程项目投资建设，

落实“六稳”、“六保”要求，2020 年 7 月 24 日，安徽省发改委等十四部门发

布《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皖发改价费〔2020〕467号），

重点发展 500 万吨以上的大型机制砂石生产企业，加快推进机制砂石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项目拟建成砂石骨料产能超过 2,000万吨，是安徽省重点发展的大型砂石

骨料生产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本项目拟通过整合区域内

的砂石骨料资源，通过高标准的矿山建设及智能化的生产线投入，建立优质的

机制砂石生产基地，促进当地机制砂石产业高质量发展。另外，本项目所述矿

山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和规范，高标准建设绿色矿山，彻底改变矿区目前

存在的产能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资源浪费大、开采环境差、安全保障能力

低等不良局面，力争改善周边环境、修复矿区生态。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207,761.74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73,691.39万

元，具体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34,102.76 34,102.76 

2 设备购置费 26,562.69 26,562.69 

3 安装工程费 4,069.21 4,069.21 

4 其它工程费 137,158.73 8,956.73 

5 预备费 3,459.81 - 

6 建设期利息 2,408.54 - 

合计 207,761.74 73,691.39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31.5mm 的各类建筑骨料产品，合



计年产能为 2,000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60,556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用地预审意见。 

 

（三）东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1,500 万吨无机非金属新材料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52,345.70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37,086.95

万元，实施地点为山东省东平县梯门镇北陈庄石灰石灰岩矿南侧。本项目拟建

设年产 1,000 万吨骨料和 500 万吨精品机制砂生产线。 

本项目以生产高品质的骨料为最终产品目标，项目实施后将使东平中联从

单一水泥生产向多元产业发展，延伸其产业链，推进水泥、混凝土搅拌站、砂

石料三大行业有机结合、联动发展，进而对提高混凝土质量及节约原材料，实

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东平中联，东平中联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计划采用东平中联北陈矿山的矿石，通过汽车运输进厂。2019 年，

东平中联取得东平县人民政府协议出让的北陈庄矿区内东平县宪金石料有限公

司与东平北辰石料有限公司矿山资源 3,679.5 万吨。目前，东平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在现有 3,679.5 万吨建筑用灰岩资源量的基础上，增办约 7,000 万吨的石灰

石资源出让手续，东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组织完成新增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审，拟进行招拍挂或协议出让，扩储预计 2022 年四季度完成。 

增量后，预计矿山资源量达到 1 亿余吨。本项目拟建厂区位于东平县梯门

镇，距离水泥生产厂区直线距离约 12km。厂址南距离东平县城约 25km，东南



方向 5km有 S243省道，可连接济徐高速，交通便利。丰富的矿山资源及便利的

交通运输为本项目提供了优越的建设条件。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52,345.7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7,086.95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13,251.67 13,251.67 

2 设备购置费 19,740.11 19,740.11 

3 安装工程费 2,863.28 2,863.28 

4 其它工程费 14,966.01 1,231.89 

5 预备费 1,524.63 - 

合计 52,345.70 37,086.95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各类≤31.5mm 骨料、石粉、机制砂

等，合计年产能为 1,500 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74,622 万元，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四）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1,000 万吨骨料加工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53,435.76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46,275.55

万元，实施地点为三门峡市渑池县仁村乡。本项目计划于实施主体厂区旁边建

设一条 1,000万吨的砂石骨料生产线，其投资建设可以进一步延长企业的产业链

条，达到“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模式，有力推动企业集约

化发展，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同时能够进一步缓解

相关地区所需砂石骨料紧张的供需矛盾。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腾跃同力，腾跃同力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2018 年，河南省政府出台《河南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实施方案》和《三门峡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三门峡市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

其中提出到 2020 年底，露天矿山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全面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

准；在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中，将矿山升级改造作为重点，大力推进绿色矿

山建设，实现矿业经济绿色发展。 

本项目将通过对区域内砂石骨料矿山资源的整合，通过规模化、智能化的

砂石骨料生产，在提升砂石骨料生产效率的同时，逐步完成渑池县境内已开采

但未治理矿山的恢复治理与绿色矿山创建工作，帮助渑池县政府解决境内建材

矿山治理进度慢、投资大等难题。 

腾跃同力引进丹麦、瑞士等国外部分先进的新型干法水泥设备，可年产水

泥熟料 160 万吨、水泥 200 万吨、发电量 6,000kwh，该公司在河南省豫西地区

享有较高美誉度。产品先后被国家重点工程郑西客运专线工程、宝兰二线工程

等项目使用，并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水利、电力等大型项目，得到了广

大客户的一致肯定。在熟料、水泥等行业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认可度，有利于

助推该公司的骨料产品拓展区域市场。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53,435.76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6,275.55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5,156.66 25,156.66 

2 设备购置费 15,585.76 15,585.76 

3 安装工程费 3,588.99 3,588.99 

4 其他工程费 7,260.15 1,944.14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5 预备费用 1,031.83 - 

6 建设期利息 812.37 - 

合计 53,435.76 46,275.55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普通砂、商混站用精品砂、干混砂

浆用精品砂等，合计年产能为 1,000 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37,046 万元，

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五）泌阳中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 万吨建筑骨料生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150,00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133,650.99万元，实施地点为河南省泌阳县。本项目计划建设 2,000万吨/年花岗

岩废石生产建筑骨料项目，将引入智能物流、能源管理、仓储管理等多项智能

化的前沿科技，致力于建设世界级智能骨料工厂。同时本项目的投产将进一步

巩固泌阳中联的市场核心地位，提升泌阳中联在驻马店市的市场占有率。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泌阳中联，泌阳中联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实施主体泌阳中联是上市公司为推进砂石骨料产业发展，实现在河

南及豫东地区砂石骨料业务的布局，于 2019 年成立的区域性砂石骨料业务区域

公司，是上市公司提出“水泥+”的重要战略部署，加大“水泥+”资本投入的

重要举措。 



同时，本项目所处的泌阳县花岗岩资源储量丰富，当地形成了以加工石材

为主的建材产业，占领了河南省建筑石材 80%的市场份额，石材产业是泌阳县

主要经济支柱之一。然而，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矿山无序开采形成

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矿山生态恢复成为泌阳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

题。本项目规划建设废料资源化利用开发和深加工利用产业，与新增砂石骨料

产能不同，本项目主要以石材废料为主要原料加工高品质建筑石料，能够有效

解决矿山恢复治理中废石处理的问题，同时规划石材开采、废料综合利用、绿

色环保建材等一批资源高效利用和环保产业，打造资源综合利用、新型建筑材

料等环保产业，有效推动泌阳县矿山恢复治理，推动泌阳县资源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5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33,650.99 万元，具

体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75,343.03 75,343.03 

2 设备购置费 44,528.96 44,528.96 

3 安装工程费 10,841.58 10,841.58 

4 其他工程费 8,246.71 2,937.42 

5 预备费 3,736.05 - 

6 建设期利息 2,208.34 - 

7 铺底流动资金 5,095.33 - 

合计 150,000.00 133,650.99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31.5mm 的各类建筑骨料产品、石

粉、精品砂等，合计年产能为 2,000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07,509万元，

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正在办理土地招拍挂

程序。 



 

（六）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0 万吨砂石骨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312,328.52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52,506.44 万元，实施地点为江西省瑞昌市邓家山。本项目计划于瑞昌市邓家山

建设年产 3,000万吨砂石骨料及深加工生产线，有望建成绿色环保智能大型骨料

生产基地，推动瑞昌矿业经济和新型材料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享。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建材新材料，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是上市公司投资开发的首个 3,000万吨以上的超大型砂石骨料项目，

整合了上市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在砂石骨料资源开发方面的优质资源。上市公

司拥有众多大型水泥和骨料矿山，长期从事矿山的生产管理工作，在项目建设、

生产运营、成本管控、市场行销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下属数十个矿山均

通过了国家绿色矿山建设验收，在绿色矿山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

项目实施主体小股东中材科技下属企业在大型矿山工程咨询、工程设计、绿色

矿山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的编制，在项目建设技术

支撑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我国多个非金属矿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提供了技术

咨询，尤其在瑞昌市共建了瑞昌非金属材料产业研究院，组织参与了瑞昌市矿

山恢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的方案编制、考核验收工作，在绿色矿山技术支撑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312,328.52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52,506.44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79,598.66 29,760.34  

2 设备购置费 48,087.35 15,450.58  

3 安装工程费 10,615.64 4,130.72  

4 其他工程费 148,131.66 3,164.82  

5 预备费 8,593.00 - 

6 建设期利息 12,302.21 - 

7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0 - 

合计 312,328.52 52,506.44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31.5mm 的各类建筑骨料产品、粉

砂料等，合计年产能为 3,000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40,004万元，项目预

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七）中建材新材料有限公司熔剂灰岩深加工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38,308.52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29,765.58

万元，实施地点为江西省瑞昌市邓家山矿区。本项目拟计划于江西省瑞昌市邓

家山矿区建设一条 80万吨/年活性石灰生产线。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优质石灰石

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将优化中建材新材料的产品结构，

提高其市场知名度及竞争力。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建材新材料，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产品主要市场需求来自长江下游（主要为江苏省）钢铁厂冶炼除渣

和炼铁厂烧结配矿使用，另外电解铝厂、电石厂及其他冶金、化工类企业对活

性石灰也有不同程度的需求。2021 年，江苏钢铁总产量约 1.2 亿吨，年消耗石

灰量约为 1,400 万吨；氧化铝总产量约 2,000 万吨，年消耗石灰量约为 150 万吨；

电石总产量约 2,400 万吨，年消耗石灰量约为 2,100 万吨，同时考虑其他有色金

属、塑料化工等企业用作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工业企业（水泥厂、电厂等）烟

气脱硫使用的需求，则以江苏省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对石灰的年需求量至少

在 4,000万吨以上。本项目建设地点为江西瑞昌，地理位置较好，位于长江南岸，

销售区域可以辐射至长江下游地区各省市。 

同时，本项目原料石灰石来自企业自有矿山，品质较高，平均 CaO 含量高

于 51%，并且拟选用原煤作为燃料，采用先进的环形套筒窑进行石灰焙烧，再

通过选用合适的工艺流程和工艺设备，便于生产出较高品质的活性石灰。在国

家强化对石灰产业发展管控，整合石灰落后产能，推动石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背景下，具有良好的未来发展潜力。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38,308.5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9,765.58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6,592.94 6,592.94 

2 设备购置费 28,839.23 21,591.98 

3 安装工程费 1,376.35 1,376.35 

4 其它工程费 204.31 204.31 

5 预备费 795.69 - 

6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 - 

合计 38,308.52 29,765.58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活性石灰，合计年产能为 80 万吨，

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35,202万元，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八）黄河同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65,101.69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22,600.47

万元，实施地点为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南侧。本项目拟于河南省洛阳市

宜阳县樊村镇南侧建设一条 850 万吨砂石骨料生产线、70 万吨干混砂浆生产线、

60 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本项目按照洛阳市石灰岩矿山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和国家相关政策要

求采用高标准的环境保护指标，是集“骨料、机制砂加工、干混砂浆站、商混

搅拌站”于一体的复合、绿色、环保型建材产业典范。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黄河同力，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为积极响应 2018 年河南省政府出台的《河南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2018- 2020 年）实施方案》，本项目环保设计标准高于当前国家环保管

控要求，建设全生产链封闭、负压除尘式流水线，并严格执行“零污染”、

“零排放”标准，坚决落实环保“三同时”要求。同时，本项目将建成洛阳地

区首个新型综合建材示范产业园区，将原来单一的骨料、机制砂、混凝土搅拌

站、干混砂浆站和装配式建筑等建材企业整合为一体，将原来独立生产单元变

为一个连续的生产环节，并充分结合建材行业供给侧市场导向，打造建材行业

新型生态产业链。 

本项目的实施单位黄河同力成立于 2004年 3月 15日，是洛阳市政府确定的

50 家重点企业之一。该公司现有两条 5,000t/d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两

套 9MW纯低温余热发电机组，一条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示范线，



是目前河南省首批采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首台首套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

活垃圾的绿色水泥企业。该公司成立至今，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建材行业管理创新优秀企业、全国建材行业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水泥品质

指标检验大对比全优单位、中国全面质量管理知识普及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

质量诚信工业企业(AAA)、河南省节能减排竞赛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经营情

况稳定、生产效率突出，具备实施该项目的市场及技术基础。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65,101.6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2,600.47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0,829.88 7,461.43 

2 设备购置费 20,495.60 8,536.08 

3 安装工程费 5,002.12 3,449.69 

4 其它工程费 12,822.07 3,153.27 

5 建设期利息 1,314.02 - 

6 预备费 840.00 - 

7 铺底流动资金 3,798.00 - 

合计 65,101.69 22,600.47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31.5mm 的各类建筑骨料产品、石

粉、干混砂浆、商品混凝土，砂石骨料产能 850万吨、干混砂浆产能 70万吨生

产线、商品混凝土产能 60万立方米，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75,185万元，项目预

期效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九）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粉磨绿色智能制造技改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16,924.69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16,404.07

万元，实施地点为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界河镇。本项目计划将对鲁南中联现有

水泥粉磨系统实施技术改造，将于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界河镇鲁南中联现有厂

区围墙范围内拆除水泥库西侧包装车间等，新建 2 条Φ3.8×14.5m 水泥磨+Φ

1800×1600mm辊压机的水泥生产线，建成后年产水泥 180万吨，项目投产后拆

除原 4 套水泥磨系统。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鲁南中联，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鲁南中联前身为鲁南水泥厂，始建于 1987 年，是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

目，同时也是全国水泥行业中首家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ISO10012计量体系三项国际认证的企业。该公司现有 2条 2500t/d熟料水

泥生产线和 1条 5000t/d熟料生产线，设计熟料总产能 310万吨/年，三条回转窑

配套 2 套 9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配套 2×2500t/d 生产线同期建设有 4 台Φ

3.8×12m 的球磨机，采用单圈流水泥粉磨流程，无预粉磨系统，水泥产能 180

万吨/年。鲁南中联除熟料生产和水泥生产外，同时经营 2 条年产能 200 万吨骨

料生产线，2 条 HZS240 混凝土生产线，2 万方预制件水泥制品生产线。 

鲁南中联生产的“CUCC”中联牌水泥以优异的产品性能在业内赢得了优

良口碑，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交通、水利、工农业建设等复杂而质量要求

较高的工程。上述业绩也为该公司带来了诸多荣誉，包括全国建材产品博览会

金质奖、中华水泥精品、国家推荐建材产品等。2019 年 9 月，鲁南中联入选工

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工厂名单。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6,924.6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6,404.07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4,159.92 4,159.92 

2 设备购置费 8,821.44 8,821.44 

3 安装工程费 3,090.38 3,090.38 

4 其它工程费 360.00 332.33 

5 预备费 492.95 - 

合计 16,924.69 16,404.07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 P•O52.5水泥、P•O42.5水泥等，建

成后水泥粉磨产能为 180 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53,730 万元，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十）六安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粉磨生产线绿色智能化升级技改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23,169.00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17,712.14

万元，实施地点为安徽省六安叶集区叶集经济开发区六安南方现有厂区内。本

项目计划于现有厂区内对现有 1#线粉磨线进行升级改造，拆除现有 1#线就地新

建一套年产 150 万吨水泥粉磨生产线。项目技改完成后，厂内现有 2#线利用谷

电生产，年产能约 30 万吨/年，全厂水泥年总产能 180 万吨/年。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六安南方，该公司系天山股份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为了适应传统水泥工业向环保节能型绿色工业转型的发展要求，本项目将

采用先进的 “二代”水泥先进技术，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使

颗粒物、噪音等有害物排放量均符合国家、地方的排放标准，符合国家节能减

排的政策要求。 

六安南方现有两套水泥粉磨生产线，水泥总产能为 100 万吨/年。该公司主

力产品 42.5 级水泥具有早期强度高、凝结时间快、抗压抗折性强、致密坚硬、

耐磨性好等优点，在当地树立了较高的水泥品牌形象，受到客户一致好评。产

品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水库等国家、省重点工程，以及周边区域

基础建设工程，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3,169.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7,712.14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6,492.00 4,172.14  

2 设备购置费 6,616.00 6,616.00  

3 安装工程费 1,699.00 1,699.00  

4 其它工程费 5,225.00 5,225.00  

5 预备费 372.00 - 

6 铺底流动资金 2,765.00 - 

合计 23,169.00 17,712.14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 P•O52.5水泥、P•O42.5水泥等，建

成后水泥粉磨产能为 150 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69,068 万元，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获得土地使用权证。 

 



（十一）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绿色智慧水泥制造生产线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合计投资金额 44,046.89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约 27,481.51

万元，实施地点为徐州中联水泥厂旁。本项目计划于徐州中联厂区旁新建三条

辊压机半终粉磨系统生产线，单条线生产能力 220t/h，水泥品种 P•C42.5、P•

O42.5、P•O52.5，新增水泥粉磨产能 300 万吨。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徐州中联，徐州中联系天山股份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拟采取增资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本募投项目。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水泥粉磨工艺将采用 180×140cm 辊压机+3.8×14.5m 球磨机双圈流

联合粉磨系统。该系统在广泛吸取多条生产线实际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全面优化

升级，技术先进，指标优异。本项目将在已经建成的智能化平台上进行功能扩

展，做到无缝对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值守生产线。 

徐州中联在中国水泥行业同类型企业中处于领先行列，是全国建材行业节

能减排示范企业和中国大型水泥集团环保标杆企业，也是工信部“两化深度融

合示范企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创建试点企业和原国土资源部“国

家级绿色矿山单位”。公司还获得了 2013 年度徐州市政府最高奖——市长质量

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该公司生产的“CUCC”中联牌水泥曾被评为江

苏省名牌产品，被评为江苏省质量信用 AA 级企业。 

4、项目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44,046.8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7,481.51 万元，具体

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15,699.89 9,653.89 

2 设备购置费 14,670.98 14,670.98 

3 安装工程费 3,156.64 3,156.64 



序号 投资类别 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4 其它工程费 2,782.09 - 

5 预备费用 1,089.29 - 

6 建设期利息 598.00 - 

7 铺底流动资金 6,050.00 - 

合计 44,046.89 27,481.51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完成并完全达产后，主要产品为 P•O52.5水泥、P•O42.5水泥等，建

成后水泥粉磨产能为 300 万吨，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89,076 万元，项目预期效

益良好。 

6、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发改备案，已获得环评批复，所涉土地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十二）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性资金 

1、项目概况 

本公司拟将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289,354.47 万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占本次总募集资金的 28.94%。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天山股份于 2021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债务规模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因

重组而有所提升。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性资金，

可以有效改善公司的有息债务结构，降低财务压力。同时，随着未来可转换债

券持有人陆续转股，可有效地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的支出，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

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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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上市公司整

体战略发展方向。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围绕主营业务，并结合未来市场趋势及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展开，有助于缓解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及升级过程中对资金的需

求。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有利于公司砂石骨料产能的扩大和水泥粉磨效率的

提升，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将有所增加，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募集资金到位后，随着未来可转债的陆续转股，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资本结构优化，公司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进一步

支持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募投项目建设需要

一定的周期，在初始投入运营的初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因为财务摊薄

而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随着募投项目建设完毕并逐步实现预设目标，公司的

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及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利于壮

大公司规模，增强公司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项目具备可行性，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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