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保荐机构”）作为湖北

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以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凯龙股份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核查，有

关情况及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15 年 6 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66 号”文

件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87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68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598,551,600.00 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

发行费 用共计 人民 币 75,723,514.82 元 ，实际 募集 资金净 额为 人民币

522,828,085.18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010123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

号 

项目名

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万元） 

调整后投

资总额

（万元）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已使用

募集资金

（万元） 

备案情况 备注 



1 

年产

6.25 万

吨硝酸

铵扩能

改造项

目 

22,728.00 22,728.00 22,734.13 

湖北省发改委登记备案证

（项目编码：

2008088126130027） 

 

2 

工程爆

破服务

建设项

目 

4,083.00 0 990.87 

荆门市发改委登记备案证

（项目编码：

2008080026640013）；大悟

县发改委登记备案证（项目

编码：2008092226640009）

荆门市发改委登记备案证

（项目编码：

2013080226640066） 

项目

已终

止 

3 

技术中

心扩建

项目 

3,216.43 3,187.81 119.54 

荆门市发改委发登记备案证

（项目编码：

2014080026640073） 

 

4 

金属材

料爆炸

复合建

设项目 

12,284.00 0 0.00 

荆门市发改委发登记备案证

（ 项 目 编 码 ：

2014080026640072） 

项目

已终

止 

5 
补充流

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10,013.31 

湖北省发改委登记备案证

（项目编码：

2008088126130027） 

 

6 

40 万吨/

年水溶

性硝基

复合肥

和 20 万

吨/年缓

控释复

合肥生

产线设

计建设

项目 

15,376.13 15,376.13 3,293.56 

钟祥市发展和改革局发登记

备案证（项目编码：

2018-420881-26-03-003532） 

变更

募集

资金

用途

实施

项目 

注 1：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工程爆破服务建设项目及金属材料

爆炸复合建设项目，上述两个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6,367.00 万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上述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40 万吨/年水溶

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

龙楚兴”）。 

注 2：经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19 号”文核准，

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328,854,8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8,854,800.0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7,766,873.0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11,087,926.91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出具的“众

环验字（2018）010098 号”《验资报告》审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分别投资于“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

计建设项目”、“农化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即募投项目“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

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涉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两部分的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原计

划投入“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

设” 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预计为 13,433.85 万元（其中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217.85 万元（含利息，含通知存款 1,200.00 万元）、理财资

金本金及利息预计 12,216.00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用

于投资“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晋煤金楚化

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金楚”）。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将继续投资“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

设计建设” 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本次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40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20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

设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

目”建成之后主要生产产品包括 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包括 30 万吨/年水

溶性硝基复合肥、10 万吨/年硝酸铵钙）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等产品，并

配套 15 万吨/年的稀硝酸和 18.75 万吨/年的硝酸铵装置。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凯龙

楚兴，项目建设地位于湖北荆门钟祥市双河镇江北工业园区，计划建设期为 2 年。 



本项目的投资构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使用对象 金额 投资占比（注 1） 

1 设备购置及安装 42,264.90 62.33 

2 建设工程 10,197.40 15.04 

3 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4,548.05 6.71 

4 基本预备费 4,560.83 6.73 

5 铺底流动资金 6,239.86 9.20 

项目报批总投资 67,811.04 100.00 

注 1：投资占比数因四舍五入而存在尾差。 

本项目建成并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14,700.00 万元（不含税），

净利润 10,809.51 万元。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

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项目”实际投入 11,998.62 万元，目前项目处于建设期，尚

未产生效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用于投资该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217.85 万元（含利息，含通知存款 1,200.00 万元），目前公司将 12,00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存放于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中，理财产品到期后将转

入原有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用于投资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为 6,939.61 万元（含利息），目前公司将 13,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存放于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中，理财产品到期后将转入原有募集资金

专户。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4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

设项目”部分项目变动情况 

（1）通过组织技术和市场专项调研，公司认为硝酸铵钙产品目前虽然有一

定的市场前景，但使用范围较为狭窄，主要用于叶菜类作物；同时该产品生产工

艺和生产装置在国内暂未有定型的先进的大产能示范装置，经研究，决定取消该

项目中 10 万吨/年硝酸铵钙装置建设。 

（2）凯龙楚兴原有一座颗粒硝酸铵造粒塔，由于当前多数民爆企业使用硝



酸铵溶液替代颗粒硝酸铵作为炸药原材料进行生产, 颗粒硝酸铵市场需求逐渐

萎缩，为盘活存量资产，公司决定该项目中 30 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装置的

部分产能改为利用原有的颗粒硝酸铵造粒塔进行技术改造形成。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合成氨作为硝酸铵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约占硝酸铵生产成本的 70%左右。公

司为了着力实施产业链条做长做粗计划，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和环保水平，进一步

提升公司在硝酸铵及硝基复合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增

长和主要原材料保障供给的内在要求，于 2018 年同时投入建设 “40 万吨/年水溶

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目”和“合成氨节能环保

技改项目”。 

目前“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进行投资建

设，后续项目建设资金已形成一定缺口。考虑到该项目为募投项目“40 万吨/年水

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目”的上游配套项目，

该项目的顺利建设及运行对于“40万吨/年水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

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目”的顺利运行至关重要，为确保项目按期投产，把握市

场机遇，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公司经综合

考虑上述两项目的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原计划投入“40 万吨/年水溶性

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 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 

2、实施主体：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3、实施选址：项目地址位于钟祥市双河镇江北工业园区 

4、项目建设周期：1.6 年 



5、项目建设内容：采用现代煤气化工艺,在公司现有合成氨装置基础上进行

技术改造，新增空分、污水制水煤浆、高压新型煤气化、醇烷化精制等配套设施，

同时对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进行相应升级改造。 

6、投资金额：本项目总投资为 60,000.00 万元。 

7、审批及备案情况：该已取得了钟祥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

证（登记备案项目编码：2017-420881-26-03-000172），并获取了《关于湖北晋

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荆

环审[2017]44 号）。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可行性及必要性 

晋煤金楚现有总氨能力 15 万吨/年，其主要产品有合成氨、农用碳酸氢铵、

粗甲醇、工业级 CO2 等，具有多年的合成氨生产经验。晋煤金楚目前在用的 UGI

常压煤气炉具有只能使用无烟粉煤，原料煤种单一，原料煤价格高、来源少；采

用常压间歇制气，工艺落后、碳转化率较低；生产成本高、生产环境差等劣势。

随着化肥企业电价补贴的取消及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工

艺已严重制约企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煤气化技术上有了很大突破，大型粉煤制合成气等成套技术

装备基本实现国产化。本项目引进晋巨公司煤气炉进行煤气化改造，采用晋巨公

司开发的高浓度氨氮、COD 污水处理联产氨（醇）的新型水煤浆气化技术，实

现合成氨原料路线技术改造的同时，能够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 

（1）本项目进行合成氨原料路线的技术改造，采用烟煤替代无烟煤作为原

材料，能够降低对优质无烟煤的依赖，提高煤的碳转化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有效

降低生产成本； 

（2）本项目采用水煤浆气化技术，正常生产无大量废气排放，避免间歇炉

造气高废气、高粉尘污染；废水循环利用，避免间歇炉造气大量废水排放；与间

歇炉造气相比煤耗降低，废渣排放大量减少，减轻废渣外运的压力及粉尘污染； 

（3）本项目采用 DCS 系统集中控制，对有毒介质容器进行液位、温度、压



力等监控并设置报警，对装置生产过程集中检测、显示、连锁、控制和报警；设

置安全仪表系统（SIS），对重要部分进行监控联锁，避免有毒有害介质泄漏造

成人员伤害。安全等级明显优于现有工艺，安全生产水平大幅提升； 

（4）合成氨作为硝酸铵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约占硝酸铵生产成本的 70%左

右，本项目的顺利实施，能够有效保障公司硝酸铵、硝基复合肥、工业炸药等核

心产品的原材料供应，降低公司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综上，本项目能够有效保障公司核心产品生产原料，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增

强公司的竞争优势。同时，本项目响应国家环保政策的趋严，能够实现清洁生产、

减少环境污染，安全生产水平亦可得到进一步提升。 

2、项目选址：本项目在晋煤金楚原有土地上进行建设，不涉及新增土地 

3、新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 

虽然变更的募投项目经过了可行性研究论证，预期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但在项目建成投产后，如果遇到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市场需求变

化等因素，会给项目盈利水平带来较大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达不到预期的收益

水平。 

（2）项目实施风险 

变更的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等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可能存在因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发生变化而导致上述项目推迟或项目

投资收益无法达到预期水平，从而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预计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35,897.40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4,540.86

万元，税后投资回收期 7.52 年（含建设期），税前投资回收期 6.96 年（含建设

期）。 

四、募投项目实施方式 



公司本次预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原计划投入“40 万吨/年水

溶性硝基复合肥和 20 万吨/年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设计建设” 项目的剩余募集

资金向晋煤金楚提供委托贷款，用于投资“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注：为

进一步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优势，凯龙楚兴拟吸收合并

晋煤金楚，若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则公司继续通过向凯龙楚兴委托贷款的方式实

施该项目，晋煤金楚无需另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一）本次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81695110897N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416 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桂泽 

注册地址：湖北省钟祥市双河镇官冲村 

股权结构：晋煤金楚注册资本 15,416.00 万元，其中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9,659.07 万元，张国楚实缴注册资本 4,795.95 万元 ,王浩

实缴注册资本 960.98 万元。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晋煤金楚总资产为 46,017.76 万元，净

资产 11,680.2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4.62%；2019 年 1 月至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814.60 万元，利润总额 915.19 万元，净利润 915.19 万元。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公司委托银行将募集资金向晋煤金楚发放委托贷款，公

司可根据工程进度分期提供委托贷款； 

2、资金主要用途：投资“合成氨节能环保技改项目”项目； 

3、委托贷款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具体期限以委托贷款合同为



准；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4、委托贷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5、结息方式：具体以委托贷款合同为准。 

（三）委托贷款的风险分析 

公司持有晋煤金楚 62.66%股权，能够对其实施控制，委托贷款期间对其生

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小，处于可控范围内，委托贷款形成坏账

的可能性小。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10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公司对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为股东创造更大效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时，审

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是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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