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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募集

资金，编制了《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本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可行性分析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中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人民

币 31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

碳升级改造项目 
125,032.35 118,300.00 

2 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 39,728.60 30,263.00 

3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04,038.00 68,437.00 

3-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 
3,478.00 2,055.00 

3-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45.00 1,410.00 

3-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523.00 92.00 

3-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2,861.00 2,310.00 

3-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

项目 
1,548.00 884.00 

3-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

热改造项目 
1,689.00 1,061.00 

3-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1,496.00 1,440.00 

3-8 
炼铁厂高炉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

排放改造项目 
10,803.00 3,424.00 

3-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1,545.00 1,393.00 

3-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

置超低排放符合性环保改造项目 
1,126.00 700.00 

3-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

理改造项目 
4,247.00 4,115.00 

3-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及物料存

放大棚和生产厂房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2,127.00 8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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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3-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

统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787.00 456.00 

3-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

造项目 
6,889.00 4,114.00 

3-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 
3,015.00 1,123.00 

3-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24,936.00 14,950.00 

3-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

项目 
8,747.00 3,327.00 

3-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

目 
25,376.00 24,767.00 

4 偿还借款 93,000.00 93,000.00 

合计 361,798.95 310,000.00 

注：表内数值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可能出现尾数不符

的情况。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调整并确定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优先顺序、

具体投入金额等；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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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目的 

（一）发展循环经济将助力钢铁行业企业降本增效 

2021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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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资源总量管理、

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2021 年 10 月，《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替代，深挖节能降碳潜力；2022

年 1 月，《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力争到 2025

年，钢铁工业基本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技术装备先进、质量品牌

突出、智能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格局，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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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吨钢综合能耗降低 2%以上，水资源消耗强度

降低 10%以上，确保 2030 年前碳达峰等。 

粗犷的能源利用方式目前已制约着钢铁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及经济发展空

间。钢铁企业正在探索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煤、气等可循环产物，以高效

型、节约型、清洁型、可循环型的方式生产出电力，从而显著降低企业外购用电

成本，同时有效减少煤气放散造成的环境污染，具有突出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

会价值，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国内钢铁企业的必经之路。 

（二）产业升级转型刻不容缓 

方大特钢作为传统的制造企业，2009 年改制以来通过不断的深挖内潜，深

化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但近年来受疫情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发展趋势放缓，为提升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急需注入新的活力突破传统制造企业的发展瓶颈。此时紧跟国家发展

战略部署，以智慧工厂建设为抓手，加速公司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动公司产

业升级转型是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行业环保要求趋于严格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文件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是指对所有生

产环节（含原料场、烧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轧钢、自备电厂等，以及

大宗物料产品运输）实施升级改造，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运

输过程满足排放控制指标要求。主要分为有组织排放控制指标要求、无组织排放

控制措施要求、大宗物料产品清洁运输要求三大类。各地应围绕环境空气质量改

善需求，按照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总体要求，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有序

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2021 年 12 月，《“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指出，到 2025 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降低 10%等；2022 年 1 月，《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的通知》指出，到 2025 年，完成 5.3 亿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燃煤锅炉全面实现超低排放。 

在此背景下，方大特钢公司为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实

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工艺装备水平，以达到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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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绩效企业标准为目标，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

大气〔2019〕35 号）文件要求，全面实施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全过程超

低排放改造。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拟停运方大特钢现有 2

套中温中压煤气发电机组，同时将 3 座高炉的汽动鼓风机改为电动鼓风机，将煤

气置换出来，供新建的 2 套 65MW 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机组使用，实现能源

利用效率最大化。 

本项目的实施显著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有效减少对项目所在

地的污染物排放，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2、项目实施必要性 

（1）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政策和规划要求 

2021 年 3 月 11 日，我国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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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要全面推行循环经济理念，构建

多层次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体系，推进能源资源梯级利用。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盲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

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产业。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

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本工程是对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富余煤气进行综合利用发电，可满足企业本身对二次能源的需求，符合国

家《十四五规划》中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绿色升级等要求。 

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四章“再利用和资源化”第三十二条提出“企业

应当采用先进或者适用的回收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等进

行综合利用。建设利用余热、余压、煤层气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热值燃

料的并网发电项目，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综合利用资源发电的企业签订并网协议，提供上

网服务，并全额收购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本工程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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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余煤气进行高效综合利用，满足企业本身用电需求的同时，还可供应社会，符

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为了进一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

住建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公告 2010 年

第 14 号），《大纲》对钢铁工业的废气及余热、余压综合利用技术提出了“推

广焦炉、高炉、转炉煤气的回收技术”。本工程是对富余煤气进行综合利用，符

合《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所提出的“三废”综合利用技术。 

国家发改委制定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指出，钢铁工业是重点节能领域

之一，必须“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提高新建、改扩建工程的能耗准入标准。

充分利用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可燃气体和各类蒸汽，以综合利用电厂为主要集

成手段，推动钢铁企业节能降耗。” 

利用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富余煤气，高效发电，符合《节能中长期专项规

划》的要求，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电力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21〕1869 号）

等国家部委有关政策。 

（2）符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是引导投

资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

要依据，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其中，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

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采取

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的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 

本项目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项目，项目建设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方向。 

（3）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建设高效的亚临界发电机组，将低效机组升级为高效发电，使公司资源得到

了更有效利用，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经济效益，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使公司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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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发展的道路。国内钢铁企业大部分均采取了有效的节能减排措施，尽可能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此提高本企业自发电能力。 

本项目采用近年来运用的高效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技术，且该技术已广泛

应用，将富余的煤气转化为电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经

济效益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4）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项目建成并投产后，SO2 排放浓度小于 35mg/Nm3，烟尘排放浓度小于

5mg/Nm3，NOx 排放浓度小于 50mg/Nm3，均满足国家最新环保标准对钢铁厂煤

气锅炉的超低排放要求，相对于煤电机组，减少了对当地大气环境的负荷，符合

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项目实施可行性 

（1）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行 

本项目主要通过利用钢铁生产富余的高炉煤气进行发电，投产后具有很好的

财务盈利能力，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利用富余的高炉煤气发电

也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项目实施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行。 

（2）国家循环经济政策可行 

本项目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符合国家节能减排、产

业结构调整、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项目实施具备政策可行

性。 

（3）项目实施资源条件可行 

本项目所用场地处于厂区内部，属于企业自有场地，不存在拆迁、征地等问

题，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大大减少公司的受电量，从而有助

于减小电网的负荷。 

此外，本项目采用大量先进的节约用水措施，循环冷却水系统采用合理的浓

缩倍率，减少循环水系统排水量。辅机冷却水系统采用闭式冷却水系统，只需补

充少量工业水，节约宝贵的淡水资源。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资源条件可行。 

4、项目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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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 125,032.35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 22,700.00 18.16% 

2 设备购置 69,000.00 55.19% 

4 安装工程 26,600.00 21.27% 

5 其他费用 2,800.00 2.24% 

6 基本预备费 3,000.00 2.40% 

7 铺底流动资金 932.35 0.75% 

项目总投资 125,032.35 100.00%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23 个月。 

7、项目预期效益 

本项目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10.91 年，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为 8.11%。 

8、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的项目投资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将按照行业内智慧工厂平台建设规范要求，

主要从基础软硬件平台和设施建设、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的梳理和搭建、精细化

管控与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建设、供应链协同与智能决策等方向推动项目的建设。

计划项目建设内容包含 IT 基础设施改造与建设、数据中台建设、典型的生产和

管理过程智能化改造升级等内容。 

2、项目实施必要性 

（1）向“物联工厂”转型升级 

目前行业内先进企业已普遍采用工厂物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设备间高效的信

息互联，推动企业由“数字工厂”向“物联工厂”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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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在产线智能化、装备自动化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无法满足无人或少

人情况下对生产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和数据采集及不间断自动化生产的需要。 

（2）精细化管理要求 

公司通过深耕精细化管理，在生产过程管控、产销衔接、检化验规范化管理、

物流过程追踪等关键业务上管理成效显著。但受限于工艺布局、装备水平等情况，

管理手段和方法已经难以适应公司对关键业务环节更加细致的管理要求。 

（3）建立数据治理体系 

公司信息化建设经过改制后十余年的发展，已经通过各类信息系统沉淀了海

量的业务和管理数据，大数据中心也对利用信息系统数据指导业务决策提出了较

高要求。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治理体系，无法形成全面反映公司运营实绩的数

据中台，业务系统元数据难以得到高效利用。 

面对不断紧张的用工压力和效率提升的内在需求，公司亟需借助数字化、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完成自身战略转型，从而保持持续竞争力。进行智慧工厂改造升

级，实现设备高效互联，数据有机整合，已经成为公司推行精细化管理，完成低

成本战略的必然选择。 

3、项目实施可行性 

（1）国家高度重视钢铁冶金智能化自动化建设 

冶金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新

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我国钢铁冶金行业迈入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阶

段，行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其中，融合了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智能装备等先进技术的冶金智能化建设作为现代冶金

行业转型发展的核心，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项目实施具有政策上的可行

性。 

（2）钢铁冶金产业科技创新赋能不断深化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应用，钢铁

冶金智能化开采中的大数据同步传输、远程实时控制、多传感器集中接入、数据

高效挖掘应用及综合智能优化决策等难题得到逐步解决，我国钢铁冶金产业两化

融合不断深化，行业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为智能化钢铁企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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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依照钢铁企业智能化建设相关标准，优先选择诚信可靠、装备先进、

技术领先的合作方，使钢铁企业生产系统持续优化。我国钢铁行业良好的创新能

力和成熟的钢铁冶金智能化系统技术为本项目智能化改造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技

术基础，项目实施具有可行性。 

（3）公司在智能化建设领域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为项目实施提供重要保障 

公司积极响应钢铁企业高质量转型号召，经过多年的“四化”建设，智能化、

自动化、信息化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技术经验和人才积累，为公司智能化、自动

化、信息化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全面提升企业产业智能化、自动化、信息

化水平，实现生产过程少人化、无人化，促进企业安全、高效、绿色、高质量发

展。 

同时，为保障公司技术的先进性和人才梯队建设的持续性，公司积极开展产

学研合作，推动专业交叉互通，培养了一批具有冶金工程、软件工程、信息工程、

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等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公司丰富的智能化钢铁企业建

设经验和人才储备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保障，项目实施具备可行性。 

4、项目投资估算 

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总投资 39,728.60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如下

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 6,948.20 17.49% 

2 设备购置 30,444.39 76.63% 

4 安装工程 1,275.61 3.21% 

5 其他费用 100.00 0.25% 

6 基本预备费 960.40 2.42% 

项目总投资 39,728.60 100.00%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7、项目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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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是为了构建公司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智慧工厂，满足公司持续发展需

要，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无投资回收期。 

8、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的项目投资备案正在办理中，无需进行环评审查。 

（三）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是公司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通过强化环保约束，

加大治污投资力度，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提高

环境质量，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同时也

是适应新常态、实现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主要由以下 18 个子项目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1）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

后，可满足焦炉的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可确保推焦、装煤时焦炉的捕集罩区域烟

粉尘有效收集，无明显可见烟粉尘外逸，新建机侧地面除尘站烟囱颗粒物排放浓

度≤10mg/m3。 

（2）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煤场大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将抑制现场

扬尘，改善现场环境。 

（3）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

后，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实现全封闭，可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生产现场

无明显可见烟粉尘外逸。 

（4）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

后，物料运输系统各受、落料产尘点封闭完善，生产运行环境可得到明显改善，

满足超低排放的封闭要求。 

（5）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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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无明显可见扬尘外逸，排气筒粉尘浓度≤10mg/m3。 

（6）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进行改造，将在捣固焦炉

增加废气循环式优化加热装置。项目实施后，可从源头降低捣固焦炉烟道气中氧

化氮等气体含量，为焦化厂下一步通过调整和整改，提高脱硫脱硝设施运行效率，

进而为焦炉烟囱排放口氧化氮等气体实现超低排放创造条件。 

（7）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将在试用无动力

铁罐加盖设备的基础上，研发并推广使用该产品。项目实施后，实现铁水罐运输

过程中加盖，无烟尘外逸。 

（8）炼铁厂高炉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高炉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

高炉返矿、返焦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满足超低排放要求；原无组织排放的扬尘

可以得到控制，现场环境可得到改善。 

（9）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后，出铁

口平台封闭区域无明显可见烟尘逸出，火渣坑出火渣时无明显可见烟尘逸出。 

（10）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符合性环保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进行超低排放符合性环

保改造。项目实施后，可完善料场出口洗轮、洗车装置配置，使之符合《钢铁企

业超低排放改造技术指南》的环保要求。 

（11）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进行治理改造。项目实施后，

可对炼铁厂各工序料场大棚内的无组织粉尘排放进行治理，使之符合超低排放的

环保要求，同时改善料场大棚内现场环境。 

（12）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及物料存放大棚和生产厂房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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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对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及物料存放大棚和生产厂房进行超低

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后，炼铁厂皮带通廊、转运站、物料存放大棚、生产厂

房等封闭完成，满足超低排放的封闭要求，各点位封闭后无明显可见粉尘外逸出。 

（13）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

项目实施后，球团、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各改造点可实现封闭，满足超低排放

的环保要求。 

（14）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可解

决日常烧结机检修（不超 24 小时）时烧结矿落地储存和输送转运的问题，满足

超低排放对烧结矿储存和输送的环保要求。 

（15）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主要对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

可满足相关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的要求，避免现场无组织排放，改善区域环境。

同时，可杜绝因线路破坏而导致的行车掉道事故的安全隐患。 

（16）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主要对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通过

完善厂房封闭、升级钢渣处理设施、新增高效湿式除尘设备及水处理系统持续改

造现场环境。 

（17）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本项主要对炼钢厂环境除尘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在炼钢厂现有无组织扬尘点

增设除尘系统。项目实施后，可解决连铸机区域、钢包翻渣区域、转炉区域的烟

粉尘无组织排放；使炼钢生产过程排放的烟粉尘颗粒物浓度满足≤10mg/Nm3 的

超低排放环保要求；同时也可改善现场环境，杜绝无组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污

染。 

（18）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超低排放清洁运输进行改造。项目实施后，可提升公司大宗物

料和产品清洁运输比例，有利于企业推进减碳减排。 

2、项目实施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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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是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钢铁行业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随之而来的却是行业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钢铁行业需通过实

施超低排放改造、更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荷、控制环境污染。 

（2）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受传统生产工艺技术局限性和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影响，钢铁行业能耗高、产

污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钢铁产业的绿色转型，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强化

环保约束，加大治污投资力度。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

物的排放、提高环境质量，从而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实现行业

绿色转型发展。 

（3）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党中央提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

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日

益提高。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有利于减少区域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提高环境舒适度，对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美丽中国都

有着重要意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3、项目实施可行性 

（1）环保改造与转型升级相结合 

公司环保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要严格按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标准设计、建造，

建成投产时即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特别对铁前生产线的超低排放改造，涉及原料

场、烧结机、物料运输、高炉出铁场封闭等大型环保设施技改，对其进行全面的

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刚性投入，避免为减少投资而选择“豆腐渣”环保工程。 

（2）环保改造与技改检修相结合 

公司实施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将充分利用好技改和生产计划性检修的有利时

机，提前规划、统筹安排、有序推进，把对生产造成的影响最小化。 

（3）环保改造与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相结合 

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等污染排放监测监控系统应从环境信息化管

理系统建设需求出发，优化点位布设、选择适用设备，满足建设环境信息化管理

系统的软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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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改造采用先进成熟技术 

公司在环保升级改造过程中优先选用《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

见》中推荐的先进、可行的污染防治工艺和技术，项目设计、施工、验收均要符

合有关工程技术规范的技术要求。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时充分考察论证其可行性，

确保改造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5）实施超低排放是公司现在和今后长期的责任 

公司位于南昌市市区，各生产工序达到环保超低排放，以满足政府管理部门

及周边居民对企业的共同期待，从而实现长期的产城融合发展。 

4、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04,038.00 万元，共涉及 18 个子项目，具体投资内容如

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 22,432.84 21.56% 

2 设备购置 66,565.00 63.98% 

4 安装工程 11,002.00 10.57% 

5 其他费用 1,541.16 1.48% 

6 基本预备费 2,497.00 2.40% 

项目总投资 104,038.00 100.00% 

本项目 18 个子项目投资额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3,478.00 

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45.00 

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523.00 

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861.00 

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548.00 

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1,689.00 

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496.00 

8 炼铁厂高炉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0,803.00 

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545.00 

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符合 1,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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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性环保改造项目 

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4,247.00 

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及物料存放大棚和生产厂

房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127.00 

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

改造项目 
1,787.00 

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889.00 

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3,015.00 

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4,936.00 

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8,747.00 

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25,376.00 

合计 104,038.00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涉及的 18 个子项目实施主体均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涉及的 18 个子项目建设周期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 个月 

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 个月 

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7 个月 

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8 个月 

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7 个月 

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5 个月 

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 个月 

8 炼铁厂高炉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2 个月 

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9 个月 

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符合性

环保改造项目 
6 个月 

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5 个月 

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及物料存放大棚和生产厂房

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0 个月 

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11 个月 

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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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8 个月 

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 个月 

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12 个月 

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24 个月 

7、项目预期效益 

本项目涉及的 18 个子项目均属于环保超低排放技改项目，具有较好的环保

和社会效益，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无投资回收期。 

8、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的项目投资备案正在办理中，无需进行环评审查。 

（四）偿还借款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93,000.00 万元用于偿还借款。 

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偿还借款，能够有效调整公司的负债结构，改善公

司的偿债能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公司股票后，公司偿债能力将得到提

升，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增强公司

的财务稳健性和综合抗风险能力，并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资于“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

造项目”、“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和

偿还借款，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兼顾经

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

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在转股期前可能会短期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利润、

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可增强

公司资金实力，提升公司净资产水平，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随着拟投资项目的有序投入、建设、产出以及偿还借款对公司财务结构的进

一步优化，公司中长期持续发展战略布局将可得以有效实施。得益于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为公司长远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预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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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及市场声誉均将得到明显增益，

并直接和间接为公司中小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

体战略发展方向，兼顾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并将直接或间接为公司中小

股东持续创造价值。因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

资项目是切实可行的。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