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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股份”或“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9,583.62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年产 4.5 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 77,310.79 69,489.22 

2 总部基地及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27,676.00 18,094.40 

3 补充流动资金 32,000.00 32,000.00 

合计 136,986.79 119,583.62 

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等方式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4.5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材料的性能、技术要求和附加值情况，高分子塑料材料等级从高到低依

次为特种工程塑料、工程塑料、通用塑料。 

沃特股份主要从事高性能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改性和成品的研发、生产制

造、销售及技术服务，产品主要包括特种及新型工程高分子、高性能复合材料、

碳纤维及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等。公司液晶高分子聚合物（LCP）、高性能聚酰胺

（PPA）、聚四氟乙烯（PTFE）等特种工程塑料产品已在业内具有相对领先的技

术水平。公司目前在新材料产业中的产品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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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年产 4.5万吨特种高分子材料建设项目将与公司现有高性能功能高

分子材料体系实现产品协同，完善公司在特种工程塑料产业的布局，提升公司在

特种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与公司在新材料领域战略发展方向相契合。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77,310.79 万元，其

中：建筑工程费 15,686.00 万元、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51,637.72 万元，具体投资构

成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占项目总资

金比例 

拟使用募集资

金额（万元） 

一 建设投资 71,434.37 92.40% 69,489.22 

1 建筑工程费 15,686.00 20.29% 15,686.00 

2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51,637.72 66.79% 51,637.72 

3 安装工程费 2,165.50 2.80% 2,165.50 

4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945.15 2.52% - 

二 预备费 2,143.03 2.77% - 

三 铺底流动资金 3,733.39 4.83% - 

项目总投资 77,310.79 100.00% 69,489.22 

本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新增 2 万吨/年的液晶高分子聚合物（LCP）复合

材料产能、2 万吨/年的聚苯硫醚（PPS）复合材料产能、5,000 吨/年高性能聚酰

胺（PPA）树脂及复合材料产能，合计将新增 4.5 万吨/年特种高分子材料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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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背景 

（1）液晶高分子聚合物 

液晶高分子聚合物（LCP）是一种介于固体结晶和液体之间的中间状态聚合

物，是一种新型的高分子材料，其在以液晶相存在时粘度较低且高度取向，而将

其冷却、固化后，它的形态又可以稳定保持，这类材料具有一系列优异的性能，

例如具有高强度、高模量、突出的耐热性、低吸水率、优异的阻燃性、极小的线

胀系数、优良的耐燃性、电绝缘性、耐化学腐蚀性、耐气候老化、能透微波以及

低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因数等特点，具备优异的成型加工性能等。 

从应用领域分布来看，液晶聚合物因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和成型加工性能，

使其成为精密电子以及高频通讯设备领域的核心部件主要材料，包括连接器、高

线度接插板等；液晶聚合物因其耐化学药品和气密性优良，可应用于医药、医疗

器械领域；用液晶做成的纤维可以做防弹服、刹车片、光导纤维及显示材料等；

还可制成薄膜，用于软质印刷线路。热致液晶聚合物还可与多种塑料制成聚合物

共混材料，这些共混材料中液晶聚合物起到纤维增强的作用，可以大大提高材料

的强度、刚性及耐热性等。近年来，液晶聚合物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已广泛应用

于电子电器、5G 通讯、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高新技

术领域。 

（2）聚苯硫醚 

聚苯硫醚（PPS）是一种白色、结晶性的聚合物，是分子主链中带有苯硫基

的高性能热塑性树脂。聚苯硫醚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化学药品性、不易

燃、热稳定性好、电性能优良等优点，被广泛用作结构性高分子材料，通过填充、

改性后广泛用作特种工程塑料。 

在下游应用市场领域，聚苯硫醚可广泛应用在新能源汽车、机械仪器、5G 通

讯、化工、军工、医疗、航空航天等领域。聚苯硫醚可应用在汽车领域的各个零

部件上，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汽车轻量化及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聚苯硫醚在汽

车领域的应用占比不断提高。在机械仪器领域，聚苯硫醚主要应用于泵、阀门、

管道等机械制造和精密工程的各种部件；在 5G 通讯领域中，聚苯硫醚可用于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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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天线振子等；在供暖、通风设备领域可应用于压缩机、消声器/储液器等；军工

和航天领域则应用于火箭弹引线底座、飞机和导弹结构零件等；在医疗领域中，

聚苯硫醚化合物可用于外科手器械，聚苯硫醚纤维可用于医用纤维和膜等。 

为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国内企业发展，2020 年 11 月 30 日，商务部发

布 2020 年第 53 号公告，裁定原产于日本、美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聚苯硫

醚存在倾销行为，国内聚苯硫醚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商务部向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

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对原产于日本、美国、韩国和马来

西亚的进口聚苯硫醚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 年。该反倾销措施对我国聚苯

硫醚产业的经济安全和长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国内聚苯硫醚厂商得到快

速发展机会，有利于国产聚苯硫醚销量的提升与价格的提振，促进国内聚苯硫醚

产业健康发展，加速国产聚苯硫醚的进口替代进程。 

（3）高性能聚酰胺 

高性能聚酰胺（PPA）一般称为高温尼龙，是一类半芳香族半结晶性热塑性

高分子。不同于传统聚酰胺材料，半芳香族聚酰胺分子链中既含芳基也含有亚甲

基，使其兼具脂肪族聚酰胺和全芳香聚酰胺的特点，具有高工作温度下的高刚性

和高强度、尺寸稳定性佳、低的翘曲性、良好的耐化学性、良好的表面质量、摩

擦磨耗系数低等特性。 

在下游应用市场领域，高温尼龙广泛用于电子电器、汽车、航空航天、军工

等领域。在电子电器领域，高温尼龙因能够承受 SMT 回流焊工艺的高峰值温度，

可应用于印制电路板（PCB）表面贴装技术（SMT）等环节；在汽车领域，高温

尼龙由于具有耐高温、耐磨、耐疲劳、高强度、高抗冲等优异性能，可应用于汽

车发动机、电机原件等周边塑料件。未来，随着电子设备向小型化、轻量化、薄

型化、高可靠、高功能和低成本方向发展，对高性能聚酰胺材料需求随之增大；

新能源汽车为追求更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电控系统、冷却系统等都可运用机械

性能、尺寸稳定性、耐化学药品性、阻燃性、耐热性更好及高精密的高性能聚酰

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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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必要性分析 

（1）顺应新材料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国内新兴行业领域材料国产化需求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过程，2018 年

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提出大力发展包括新材料在内的九大领域产业，

特种高分子材料作为新材料产业的一种，受国家鼓励和政策支持。 

特种高分子材料因其在耐热、绝缘、耐腐蚀和机械强度等性能方面的优越性，

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信息通讯、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轨道交通、精密仪器、

航天航空、国防军工等众多新兴行业领域。 

由于我国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行业起步较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与国外公

司存在一定差距，像美国杜邦、比利时索尔维、日本住友、德国巴斯夫、英国威

格斯等凭借先发优势在国内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国内对特种高分子材料的需求

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的不断加快，部分国内企业在特种高分子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与国外公司

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研发出的部分特种高分子材料在性能和稳定性等方面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对此，为满足国内新兴行业领域对特

种高分子材料产品的需求，实现国产破局和加速国产替代进程，扩大特种高分子

材料配套生产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2）优化升级产品结构，助力公司高端产品布局 

公司始终关注高附加值材料产品和产业链延伸布局，不断加强特种高分子材

料平台化建设能力，以推动公司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市场竞争能力的持续提升。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及外延式发展，公司已初步实现液晶高分子聚合物（LCP）、

高性能聚酰胺（PPA）、聚苯硫醚（PPS）、聚四氟乙烯（PTFE）、聚砜（PSF）、聚

芳醚酮（PAEK）等特种高分子材料的产业化布局，并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2021

年度，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实现营业收入 4.92 亿元，同比增长 62.56%，呈持续

快速增长趋势，成为公司经营利润的重要来源。 

为更好把握特种高分子材料的国产化机遇，在不断多元化的应用领域中保持

市场竞争地位，扩大公司在特种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市场份额，公司需要持续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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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投入，不断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引进先进设备、扩大生产规模，逐

步完善并不断丰富特种高分子材料合成、改性和成品生产制造的全产业链平台化

布局。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极大程度的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助力公司产品高端

布局，提升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平台化能力。 

（3）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在工业 4.0 时代下，智能制造是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也是高分子材料生产

商控制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经。 

目前，公司在广东、江苏、重庆等地设有制造基地，覆盖包括华南、华东、

西南在内的全国各地区。随着公司发展战略朝着特种高分子材料方向转型，高端

制造需求增加及高端新材料国产替代需求的不断扩大，公司需要加大制造基地自

动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扩大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求。 

本项目拟建设自动化工厂，通过加大自动化设备、自动化软件的投入提升公

司整体智能制造水平，同时，公司还将建设高规格的生产车间、仓库、环保等配

套设施。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不仅能扩大特种高分子材料产能、提高生产效

率、控制生产成本、提升周边客户配套服务能力；还是实现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

领域战略布局的重要拼图，对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特种高分子材料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 

特种高分子材料是指长期使用温度在 150℃以上、综合性能优异的结构型聚

合物材料，处于塑料工业的金字塔尖。与普通工程塑料相比，特种高分子材料具

有耐高温、高强度、耐疲劳、抗蠕变和耐化学品等特殊性能，且大多自阻燃，起

初主要用来满足航空航天和军工等领域的一些特殊需求。目前，特种高分子材料

应用已快速扩展到电子电气、汽车、家电、厨卫、交通运输、医疗器械和机械制

造、精密器械等众多领域，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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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规模来看，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统计和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

中国新材料产业深度研究报告》预测，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

制造等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材料基础研究及技术创新的稳步推进，中国新材料

产业获得了发展动力，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预计在 2025 年新材料产业总产值

将达到约 10 万亿规模。 

未来，随着特种高分子材料性能的不断提升，应用领域也将持续扩展，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为行业内的企业持续带来发展机遇。特种高分子材料广阔

的市场空间为本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有力的保障，项目的建设具备市场可行性。 

（2）公司具备丰富的技术储备 

公司深耕新材料领域多年，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推动公司持续发展，通过对

前瞻性、关键性技术的不断开拓和积累，现已具备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研发创新能

力，积累了诸多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流程经验。目前，公司拥有众多发明专利、

核心技术及配方，已获授权的境内外发明专利 200 余项，形成了特种高分子材料

产品聚合、改性、加工等环节的产业链布局。在荣誉方面，公司依托产品技术优

势先后获得“工信部高速连接器‘一条龙’示范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广东省制造业 100 强”等诸多奖项。在研发实验室及

检测方面，公司设有国家 CNAS 认可检测实验室、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广东省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深圳特种纤维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 

综上，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积累的技术储备及专业的技术团队为本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项目的建设具备技术可行性。 

（3）公司具有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 

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产品的生产管理，制定了严格的生产过程控制程

序，在产品的生产计划、原材料采购管理、质量把控等多方面均已形成成熟有效

的管理办法。在生产规划上，公司根据客户订单或产品特点进行规划和生产，满

足客户多样化定制需求；在原材料采购管理上，公司对原材料的成本进行严格的

管理，按订单需求、生产的规划、市场的价格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针对性采购，

达到降低原材料成本，满足生产需求的目的；在质量管理制度上，公司产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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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质量管理体系、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国家标准GB、美国材料实验协会ASTM、

德国标准 DINENISO、美国保险商试验所 UL 等多项业内权威认证体系。同时，

公司国家 CNAS 检测实验室能有效的为全产业链的产品提供检测基础，保证产

品质量稳定可靠。公司健全的生产管理体系、强大的产品检测实力、丰富的生产

管理经验、完善的产品认证体系是公司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为本项目

的建设提供了必要保障。 

（4）公司具备优质的客户资源 

公司秉持客户至上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材料方案提供商，凭

借多样化的产品方案、先进的技术、高效的管理体系、稳定的生产能力、严格的

质量管控系统以及快速的客户响应能力，在行业内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受到客户

广泛认可。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电子电气、通讯、家电、汽车、光伏、半导体、

医疗、办公设备、水处理等众多领域。公司还将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开拓更为

广泛的客户资源，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市场支撑。 

5、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2 年，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前景。本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

将进一步扩充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的产能规模，提升更高附加值的特种高分子材

料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二）总部基地及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提供更加专业化、人性化的研发办公环境，提升公司

信息化管理水平，并购置先进设备及仪器，开展合成生物材料方面的深入研究，

为公司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公司总部办公、研发中心、产业服务平台、公司形象展示

等的全面升级，将有效整合公司现有人力资源和研发资源，加速公司研发储备的

产业化转化，增强公司研发及产品竞争力，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数字化管理

水平与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为业务发展赋能。 

本项目由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27,676.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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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3,280.00 万元、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7,942.4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占项目总资金 

比例 

本次拟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一 土地购置款 3,701.16 13.37% - 

二 建设投资 21,800.07 78.77% 16,558.40 

1 建筑工程费 13,280.00 47.98% 8,500.00 

2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7,942.40 28.70% 7,942.40 

3 安装工程费 116.00 0.42% 116.00 

4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461.67 1.67% - 

三 研发实施费 1,536.00 5.55% 1,536.00 

1 研发人员工资 636.00 2.30% 636.00 

2 技术合作费 900.00 3.25% 900.00 

四 项目预备费 638.77 2.31% - 

项目总投资 27,676.00 100.00% 18,094.40 

2、项目建设背景 

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为了加强创新建设，助力辖区内企业创新发展，对辖区无

自有物业的上市企业，探索实施总部“联合上楼”模式，鼓励上市企业联合竞投总

部用地、联建总部大厦，按竞买主体的约定比例分配物业。2019 年 2 月 27 日，

公司及其他 14 家企业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就该宗土地签署了

深地合字（2018）8022 号《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将宗地代码

440305001002GB00187 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包括公司在内的联合体。2019

年 8 月 2 日，公司与深圳市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汇通”）、代

建方深圳市万科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公司”）共同签署《留仙

洞二街坊南山区科技联合大厦代建项目委托代理协议书》，公司授权深汇通直接

与万科公司对接代建工作，统筹推进建设工作。目前，总部基地项目仍在建设中。 

在“双碳”背景下，绿色低碳环保新材料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生物基材料作为

新材料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发展迅猛，以合成生物学为基础，通过

生物化工生产的产品有望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公司拟与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打

造碳中和新材料产业链，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手段，优化和补全新材料产业链”、

及“通过合成生物学与化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发并生产高附加值的交叉领域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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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方向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工作。最大程度实现科技资源高效使用，通过产学

研合作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链平台的布

局。 

基于总部基地建设的现实背景，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动态，并结合

公司目前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等现实需求，公司对原“总部基地项目”的建设内

容进行了丰富，升级为本次“总部基地及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3、项目必要性分析 

（1）深耕战略新兴产业，构建协同发展空间 

公司所属新材料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深圳市

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南山区政府更是围绕战略新兴产业打造“原始创新-技术创

新-产业创新”的创新层级链和“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的创新形态链。针

对辖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集聚且产业空间有限的现状，南山区政府在 2018

年率先在留仙洞区域尝试并探索优质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总部“联合上楼”模式，

以推动产业空间的集约化和产业发展的协同化发展。公司作为深圳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单位，积极参与联合竞投总部用地、联合建设总部大厦，最

终与其他 15 家高科技公司一起成为南山区留仙洞区域企业联合大厦的联建企业。 

目前公司在深圳没有自有物业，长期以来一直以租赁物业方式进行办公。同

时，伴随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对人员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将计划在研发、市

场、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引进人才，现有租用物业将无法满足总部运营需要。总

部基地大楼的建设将有效满足公司未来场地使用需求，提升公司整体形象，改善

研发办公环境，助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总部基地及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公司总部办公、研发中心、产业服务平台、公司形象展示等的全

面升级，将有效整合公司现有人力资源和研发资源，加速公司研发储备的产业化

转化，提升公司数字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运营管理效能，为公司的

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完善公司特种高分子平台建设 

在化学工业领域，合成生物学有望助力解决化工原料及能源问题，并在部分

化学品的生产上已体现出成本优势。随着合成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应用领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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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扩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 CB Insights 分析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

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达 53 亿美元。预计到 2024 年，与 2019 年相比，合成生物

学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将增长 28.8%，达到 189 亿美元。 

2017-2024E 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单位：百万美元） 

行业/方向 2017 2018 2019 2024E CAGR%2019-2024 

医疗健康 1,704.7 1,897.4 2,109.3 5,022.4 18.9 

科研 1,250.8 1,514.6 1,481.9 3,961.1 21.7 

工业化学品 850.4 965.4 1,110.2 3,747.2 27.5 

食品和饮料 90.8 127.5 213.1 2,575.2 64.6 

农业 100.2 149.1 187.0 2,232.7 64.2 

消费品 160.7 173.1 218.3 1,346.1 43.9 

总计 4,157.6 4,827.1 5,319.8 18,884.7 28.8 

数据来源：CB Insights 

从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合成生物产业中许多细分市场份额正在以高

CAGR 的水平增长，上升空间明显。因此，根据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在今后的

研发规划中，公司应增加对合成生物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努力探索合成生物技术，

提升公司合成生物领域的技术开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并紧密结合现有产品应

用，积极拓展产品边界，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链平台。 

（3）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助力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始终以技术研发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能力是

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行业技术水平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公司必须不断加大

技术研发投入，不断深化与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紧跟行业前沿技术发展动态，

才能长期适应行业的技术发展，巩固和加强技术优势。 

目前，公司虽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研发体系，但随着近年来公司的不断发展

和对创新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人才、设备及实验室等需求与日俱增；公司现有研

发和办公场地较为饱和，难以满足前瞻性课题研究，亟需建设与不断扩大的研发

团队规模和快速增长的研发人员数量相匹配的研发办公场所和配套基础设施。总

部基地及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提供更加专业化、人性

化的研发办公环境，并购置先进设备及仪器，打造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高端合成

生物材料创新中心，从而实现人力资源与研发资源的优化升级，为公司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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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利用区位优势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公司总部所在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具有完善的电

子信息及制造业产业链。同时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之一，其本身

在电子通讯、医疗器械、电气设计、硬件制造等领域具备成熟的产业基础及广阔

的创新空间。留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作为政府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地，未来区域内将汇集众多优质企业，预计将产生较好的产业集群效应。公司作

为南山区留仙洞区域企业联合大厦的联建企业之一，将与域内的有关战略性新兴

产业形成良好的产业协同互动，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开发产品应用空间，实现更优

质的客户服务，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2）公司具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 

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研发人才的培养及长期发展规划，不断完善人才培

养机制和竞争机制。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公司储备了一支由国内著名专家、教

授组成的集研发、技术、管理于一体的多结构专业研发团队，能够有效覆盖有机

化工、高分子材料、工业设计、材料科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等相关领域，具

有跨学科、跨行业技术攻关能力，并曾多次为业内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材

料解决方案。公司经过长时间积累形成的人才储备，以及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形成

的高效的研发管理体系与激励制度，为本次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了

良好的人才团队支撑。 

同时，为更好地保障本次合成生物材料创新中心项目的实施，公司拟与国内

科研院所开展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借助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前瞻性研发优势，做

好技术交流、合作开发和人员交流，探索并构建更加高效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加

速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 

（3）公司具备合成生物基材料方面的产业基础 

目前，公司合成生物基特种聚酰胺高分子材料相关产品已经得到客户的认可

和批量化使用。同时，围绕电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碳中和、低碳排放等趋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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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司积极配合客户开发各类合成生物基特种聚酰胺材料，目前各项进展顺利，

并已积累了丰富的合成生物基高分子材料产品库。因此，公司有能力也有需求开

展合成生物基材料的产业链延伸工作，一方面解决合成生物单体原材料的进口依

赖，另一方面解决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细分领域

的材料产品需求。 

5、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为 4 年，项目主要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支撑，无法独立产生经

济效益，因而无法对其经济效益做财务方面的评价。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程度改

善现有办公环境，并对公司新产品的研发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巩固并提升公司

的技术升级和保持领先优势。 

（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32,000.00 万元

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2、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满足营运资金需求，助力公司经营发展 

近年来，公司坚持自身发展战略，不断丰富及延伸公司产品链，应对行业变

化积极推进创新产品应用，进一步完善产品布局，整体规模和经营业绩实现了较

好增长。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90,015.83 万

元、115,281.57万元和 153,963.48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1.38%、28.07%和 33.55%。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为更快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公司需要在经营过程中

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对充足的流动资金是公司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将有效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营运

资金需求，缓解公司资金需求压力，从而集中更多的资源为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2）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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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除通过经营活动补充流动资金

外，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以满足日常经营之需，充分利用了

财务杠杆，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也导致了较高的利息费用支出。

2019 年至 2021 年度，公司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分别为 1,913.40 万元、1,305.81

万元和 1,613.51 万元，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4.58%、16.90%和 22.61%，

占比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盈利水平，也对公司造成一定的经营业

绩压力。公司可通过本次股权融资优化财务结构，降低公司利息支出，控制经营

风险，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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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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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提高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对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符合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49.85%，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财务风险将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合理，

经营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加强。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将即时增加，但由于新建项目产

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

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随着相关募投项目建成以及效益的逐步实现，公

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盈利指标将稳步增长，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

将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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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将大幅增加；随着募

集资金逐步投入，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也将逐渐提升。在募投项目建成

投产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得到提升。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与目前上市公司的

主营业务形成协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方向，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

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同时能够帮助上市公司改善流动资金状况和财务结

构，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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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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