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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昇兴股份”）于2021年5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昇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44 号）核准，公司

于 2021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43,737,94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1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5,999,955.31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9,457,519.3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736,542,435.97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出具的容诚验字[2021]361Z002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

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累计已投入募集



注：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同

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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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调整后，“云南曲靖灌装及制罐生产线建设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50,654.24 万元，“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

增线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23,000.00 万元。上述事项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入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三）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暂缓实施“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

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增线项目”的投资建设（具体原因详见本公告之“二、本次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原因”），将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 23,000.00

万元，用于新增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项目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31.23%。 

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总投

资 

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

额 

项目总投

资 

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

额 

1 
云南曲靖灌装及制

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昇兴（云

南）包装有

限公司 

54,513.78 50,654.24 54,513.78 50,654.24 

2 

昇兴股份泉州分公

司两片罐制罐生产

线技改增线项目 

昇兴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

分公司 

47,999.16 23,000.00 0 0 

3 昇兴（安徽）包装有 昇兴（安 - - 13,940.49 11,000.00 

资金 

1 
云南曲靖灌装及制

罐生产线建设项目 

昇兴（云南）

包装有限公司 
54,513.78 50,654.24 2,360.02 

2 

昇兴股份泉州分公

司两片罐制罐生产

线技改增线项目 

昇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泉州

分公司 

47,999.16 23,000.00 0 

合计 102,512.94 73,654.24 2,360.02 



限公司制罐-灌装生

产线及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徽）包装有

限公司 

4 

昇兴太平洋（武汉）

包装有限公司两片

罐制罐生产线技改

扩建及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昇兴太平

洋（武汉）

包装有限

公司 

- - 14,853.04 12,000.00 

合计 102,512.94 73,654.24 83,307.31 73,654.24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拟变更后的 2 个新募投项目尚

需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履行备案程序、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审批程序及向住建（规划）、消防等部门办理审批/备案手续。 

（四）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情况 

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

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也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增线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经石狮

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批准取得《福建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闽工信外备

[2019]C070035 号），项目实施主体为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该项

目总投资额为 47,999.16 万元，其中原拟使用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9.60

亿元调减为不超过 8.10 亿元，其中“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

改增线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从 45,000.00 万元调整为 30,000.00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

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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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调

整后，“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增线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

金从 30,000.00 万元调整为 23,000.00 万元。 

该项目拟在泉州分公司现有生产制造基地新增投资建设 1 条 500
#罐型两片

罐生产线，对两片罐制罐旧线进行技术改造使之具备生产各类纤体罐罐型的能力。

该项目总投资额 47,999.16 万元，包含设备投资 45,126.1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873.05 万元，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预计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52,000 万

元，实现净利润 3,219.38 万元。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该项目尚未投入。该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

113,437,876.59 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外，余额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1、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产能布局规划优化的需要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对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漳州

昇兴太平洋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昇兴”）的收购，由于漳州昇兴与

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均位于福建省，客户覆盖及产能运输半径存在重叠，收购完

成后，公司需要对漳州、泉州两地产能布局及生产经营进行整合和协同。因此“泉

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增线项目”需要根据后续公司对福建地区产能的

规划及整合重新论证。 

2、实际募集资金减少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影响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相关的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及论

证，“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增线项目”设计的项目总投资

额为 47,999.16 万元，原拟使用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

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73,654.24 万元，优先保证“云南曲靖灌装

及制罐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 50,654.24 万元，剩余 23,000.00 万元无法全

部满足“昇兴股份泉州分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增线项目”的投资建设需要，

如通过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该项目所需资金的缺口部分，可能会影响该项目的实施

进度及效益。 

3、新增募投项目聚焦公司主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投资“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制罐-灌

装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昇兴太平洋（武汉）包装有限公司两片罐制罐

生产线技改扩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均为聚焦公司主业，同时可以较快地完

成投资建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时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增强对

重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客户黏性，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制罐-灌装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制罐-灌装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 

（2）项目用地：本项目用地是在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徽昇兴”现有工厂内，不需新增土地。 

（3）项目基本情况： 

1）在三片罐厂区闲置空地新建 11,552 平方米仓库，在两片罐厂区现有闲置

空地新建 15,000 平方米仓库； 

2）对三片罐现有仓库进行改造，使之具备灌装生产条件，并新建一条灌装

生产线，年新增灌装产能 25,920 万罐； 

3）在三片罐现有制罐厂房内新建一条制罐生产线，年新增易拉罐制罐产能

24,192 万罐。 

2、投资计划 

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13,940.49 万元，其中：土建建设投资 5,368.50 万元，设

备投资 5,822.21 万元。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1,000.00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项目总投资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12,823.66 91.99% 

1.1 土建工程 5,368.50 38.51% 

1.2 设备投资 5,822.21 41.76% 



序号 投资类别 
项目总投资 

金额 占比 

1.3 安装工程费 187.33 1.34% 

1.4 其他建设费用 1,445.62 10.37% 

2 铺底流动资金 1,116.83 8.01% 

合计 13,940.49 100.00%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6 个月：完成仓库建设、厂房改造、设备购置与安装、试

运行、工程验收、投产。 

3、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1）完善产业基地布局，提升产业协同效应 

受行业特征驱动，金属包装企业通常采取与大客户共生布局的模式，生产基

地均紧邻客户而建，以降低运输成本，满足客户快速、大批量采购需求。与此同

时，下游客户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具有明显的淡旺季周期，旺季时期将带来大量

的产品需求，不同客户在同一时点产品需求激增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就要求

金属包装企业需具备完善的产业基地布局，提高生产协同效应，以形成大规模的

生产能力，匹配客户时点性爆发式的产品需求。 

为应对行业共生模式及下游经营需求，公司多年来积极在全国布局产业基地，

已在北京平谷、山东德州、福建福州、福建泉州、浙江温州、广东中山、河南郑

州、安徽滁州、江西鹰潭、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初步形成

以北京、山东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福建、浙江、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市场，以河

南、安徽、江西为中心的中部市场，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市场，通过提升

基地协同效应来扩大生产与服务能力。本项目的实施，拟通过在安徽扩建生产线，

提升产能，进一步加强中部市场的生产与服务能力，以更好地满足战略客户在公

司安徽生产基地及其辐射范围内的存量和新增需求。 

（2）延伸布局灌装业务，满足客户配套需求 

公司所属行业下游主要为食品饮料及啤酒行业，随着下游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下游客户为争夺市场空间，逐渐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和品牌推广等

核心竞争要素方面，倾向于将灌装生产环节委托代工，从而使制罐企业延伸产业

链迎来了良好契机。 



本次募投项目紧扣当前下游企业灌装环节委外趋势，拟在安徽新增建设 1

条灌装生产线，将公司在中部地区的制罐业务延伸至灌装服务，一方面为灌装委

外需求较大的客户提供灌装配套服务，另一方面通过配套服务更好地增强与既有

客户的合作黏性及发展潜在客户的竞争实力，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 

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项目所在地安徽覆盖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总量大，消费能力强，终

端饮料啤酒消费需求存量大，公司的投资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本项目拟在公司安徽生产基地实施，公司安徽生产基地位于安徽省滁州，滁

州是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城市、长三角城市群成员城市，南京市江北门户。按照

金属包装罐通常 500 公里的运输半径，公司安徽生产基地除满足安徽当地客户需

求外，还能覆盖到江苏、上海甚至到浙江市场，即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省一市。

2020 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 GDP 总量为 244,713.18 亿元，约占全国 GDP

总量的 24%。由于长三角地区人均 GDP 及人均收入较高，长三角地区的饮料啤

酒消费总量也较大，因此公司在安徽生产基地扩大产能，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

景。 

（2）优质稳定的市场客户资源，能保障新增产能的消化。 

公司于 2011 年就在安徽投资设立生产基地，目前安徽基地制罐年产能近 30

亿罐，运输半径范围内有丰富的优质客户储备，而且与区域内多个知名品牌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本次新增制罐产能和灌装产能，也主要是由于公司战略重点客

户在相关区域的销售快速增长，为满足客户对空罐和灌装的需求，本项目新增的

产能，有相匹配的市场需求，项目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公司在制罐和灌装方面的生产经验丰富，能保障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公司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在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的基础上，依托管理团队及

核心技术人员在金属包装行业从业多年的丰富行业管理经验，积累形成了工艺流

程诀窍，建立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制定相应制度并严格执行，形成扎实的质量

控制能力，从而为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5、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市场风险 

三片罐和灌装整体而言，现阶段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公司在安徽生产基地

增加三片罐制罐和灌装产能，主要原因在于预计区域市场的战略客户需求增长可

以满足产能释放的要求，针对市场风险，公司将与战略客户密切合作，积极关注

区域市场竞争情况，拓展新增的市场需求。 

（2）技术风险 

安徽生产基地在制罐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管理团队，但是在灌装业务

缺少经验，在灌装业务的建设、生产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技术风险。公司的

其他子公司已有运营灌装业务，公司也成立了灌装管理部整合技术和管理团队，

对灌装业务进行整体规划，并对下属子公司开展灌装业务提供业务支持和指导，

以降低该风险。 

（3）环保风险 

本项目建成后，安徽昇兴产能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过程的废水、废气、固体

废物等均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公司坚持一岗双责的管理原则，强调经济效益与

环境效益协调发展，第一，同步设计建设先进、高效的 VOC 废气环保处理设施；

第二，针对生产清洗废水，经自建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第三，在生产设备

选型上，选择技术含量高、环保节能效果显著的设备；第四，实现防治污染设施、

职业病防护设施、安全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验收后同时投

入生产。 

公司将严格执行各级环保部门的政策法规，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加强各个环

节中的环保管控工作，确保本项目实施后完全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各

项法律法规，促进可持续发展。 

6、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预计 2021 年年底建成，次年达产，达产年新增易拉罐产量 20,160 万只，

年制罐销售收入新增 13,567.68 万元；年新增灌装代工量 21,600 万只，年新增灌



装代工服务收入 3,844.80 万元；项目达产后年总新增收入 17,412.48 万元，年平

均息税前利润为 3,054.66 万元，达产年年平均新增净利润 2,290.99 万元，总投资

收益率为 21.91%，全部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78 年，全部投资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0.31%，全部投资税后财务净现值（I=10%）为 7,289.01

万元。 

（二）昇兴太平洋（武汉）包装有限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扩建及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昇兴太平洋（武汉）包装有限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

扩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项目用地：本项目主要建设投资为技改投建类项目，是在昇兴太平洋

（武汉）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昇兴”）现有的厂房内进行技改投资，

不需新增土地。本项目所属的配套新建成品仓库项目，使用武汉昇兴厂区内现有

的空置土地。 

（3）项目基本情况： 

1）在武汉昇兴现有闲置空地上，新建 13,454 平方米的成品仓库；增加约 1.4

亿罐的存储能力。 

2）在现有 500ml 制罐生产线上进行提速技改，使生产线提速至 2,600cpm，

年新增 500ml 制罐产能 59,400 万只； 

3）在现有 330ml 制罐生产线上进行 Slick 罐型技术改造，使之具备

SD330ml/Slick 罐型生产能力，线速不变； 

4）新建 RTO 废气处置环保设施。 

2、投资计划 

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14,853.04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3,855.16 万元（包括

设备投资 10,798.18 万元）。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2,000.00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类别 
项目总投资 

金额 占比 

1 固定资产投资 13,855.16 93.28% 

1.1 土建工程 2,200.00 14.81% 

1.2 设备投资 10,798.18 72.70% 

1.3 安装工程费 - - 

1.4 其他建设费用 856.98 5.77% 

2 铺底流动资金 997.89 6.72% 

合  计 14,853.04 100.00%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完成仓库建设、设备购置与安装、试运行、工

程验收、投产。 

3、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以及饮料行业的迅猛发展，武汉昇兴所处区域对铝制易

拉罐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受现有生产线规模所限，武汉昇兴的产能已经无法满足

市场增长的需求。特别是 500ml 罐型的易拉罐，供需矛盾更为突出，现有的下游

客户也希望武汉昇兴能够扩大生产线产能。 

另一方面，随着消费升级，新型的 Slick 罐型深受消费者和市场的好评和欢

迎，作为一个新的罐型系列，相比传统的如 SD330ml 罐型，Slick 罐型产品的毛

利润更高。武汉昇兴需要尽快具备新罐型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并提升利润率。 

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扩大武汉昇兴的竞争优势，拓展区域市场份额，并为

区域客户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武汉昇兴拟在现有厂房内扩建 500ml 罐型的生产

线，在另外一条生产线上新增加 Slick 罐型生产能力，并为产能提升之后新建必

要的配套成品仓库及环保配套的 RTO 废气处理设施。 

4、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湖北及其所在的华中区域经济规模较大，市场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需

求增长较快。 

华中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三省 2020 年 GDP 都超过了 4 万亿元，

分别位居全国内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排名的第 5、8、9 位。其中武汉、郑

州、长沙三个省会城市 GDP 都超过了 1 万亿元，洛阳、襄阳、宜昌等城市经济

总量超过 4000 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湖北省实现生产总值



45,828.3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7.5%，快于全国 1.4 个百分点，人均 GDP

达到 77,387 元人民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处于全国第一方阵。根据中商产业研

究院数据：湖北省 2019 年饮料产量 1,252.1 万吨，同比增长 34.1%。2020 年，虽

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湖北省饮料产量同比下降了 20%，但仍居全国饮料产量

第三位，占全国饮料产量的 6%，而其周边湖南、河南的饮料产量均增长了 3%，

居全国增长前列。目前华中区域包括湖北省的饮料与啤酒产品及相关包装产品仍

有较大增长空间，本项目新增投资生产的两片罐产能将为华中区域的饮料及啤酒

企业提供便利，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2）武汉周边具有优质的市场客户资源，足以消化项目新增产能。 

武汉昇兴成立十多年来，与武汉及武汉周边的饮料啤酒等行业的诸多知名品

牌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金属包装罐的运输半径通常为 500 公里，根据部分客户

需要最远可达 800 公里。以本项目实施地武汉为中心，经济运输半径范围内可辐

射客户生产基地的主要客户品牌包括华润啤酒、青岛啤酒、百威啤酒、燕京啤酒、

百事可乐、王老吉、和其正、乐虎、天地壹号等。武汉昇兴的经济运输半径范围

内有丰富的优质客户储备，从而为本项目的两片罐新增产能销售提供了保障。 

（3）项目新增 Slick 罐产能，是目前客户需求增长最快的细分产品。 

项目投产后，将新增 Slick 罐产能。Slick 罐即纤体罐具有外观纤细精致、抓

握感佳、阻气性和耐光性好、寿命长、安全性能高、加温便利等特点。纤体罐以

其优势特性逐渐进入两片罐领域，成为符合时下年轻消费群体审美、时尚需求的

罐型产品之一，也是近年两片罐销售中增长最快的细分产品。武汉昇兴现有的两

片罐生产线尚不具备生产各类纤体罐罐型的能力，项目实施后，通过产线升级改

造，新增 Slick 罐罐型，能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 

5、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市场风险 

虽然项目所在地消费需求长期增长趋势明显，但项目投产后，由于产能的短

期释放，有可能出现暂时性的供求失衡，影响收入实现。针对市场风险，公司将

加大客户拓展力度，积极争取在项目建设阶段就锁定长期客户。 



（2）技术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实际产量是否能够尽快达到设计产能，存在一定技术风险，

而且项目新增的 Slick 罐，也是第一次在武汉昇兴投入生产，技术和生产团队熟

悉掌握消化相关技术需要一定时间。公司两片罐事业部在产能改造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同时 Slick 罐也已经在公司两片罐事业部下属的部分工厂有多年的生产经

验，公司将整合两片罐事业部的技术生产资源，帮助指导武汉昇兴实施该项目。 

（3）环保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随着武汉昇兴产能的逐步扩大，生产环节中所产生的废水、

废气、固体废物等均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存在环保废物处置压力增加及环境污

染加大的风险。针对此方面的风险，武汉昇兴坚持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

原则，在设备选型上选用高科技、新技术、环保节能的先进设备，并将 RTO 废

气处置环保设施的建设也同步纳入到本项目中，以确保废气处置设施与扩产项目

同步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同时武汉昇兴也对现有的其他环保设施进行了充分的

处置能力评估，以确保扩产后新增加的其他废水、废物等都能得到合规处置，符

合环保标准。 

武汉昇兴成立以及运营十多年来，一直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方面的各项法律法

规，各类环保处置设施配置齐全，运行稳定，处置达标。项目实施后，武汉昇兴

将一如既往的严格执行各类环保管理制度，加强各个环节中的环保管控工作，确

保本项目实施后完全符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 

6、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计划于 2022 年 6 月建成投产，投产后 6 个月内 500ml 制罐一线完全

达产，达产后年新增 500ml 罐销售量 50,490 万只，年新增 500ml 罐型销售收入

21,907.29 万元；制罐二线技改后，具备 SD330ml 和 Slick 罐型生产能力，投产

后 Slick 罐型逐年替换 SD330ml 罐型，预计 2026 年 Slick 罐型替换量达到设计水

平。项目整体达产后，年新增销售收入 23,502.85 万元、年新增息税前利润 2,871.39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14.50%，全部投资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1.17 年）



为 7.00 年，全部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6.56%，全部投资税后财务净现值

（I=10%）为 5,852.65 万元。 

四、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5845968396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住所：安徽省滁州市上海北路 268 号 

（4）法定代表人：林永保 

（5）注册资本：35,7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4 日 

（7）营业期限：2011 年 11 月 4 日至 2061 年 11 月 3 日 

（8）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用于各类粮油食品、果蔬、饮料、奶粉、日化品

内容物的金属包装制品（厚度 0.3 毫米以下），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包装装潢

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食品的生产与销售；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从事

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应用，并应用该技术设计金属包装制品；从事覆

膜铁产品的研发及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国境口岸）；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奶粉）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日用杂货批发；玩具批发；化妆品及卫

生用品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除外）；机械配件、模具制作、加工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安徽昇兴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中：公司直接持有安徽

昇兴 75%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昇兴（香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安徽昇兴 25%

的股权。 

（10）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昇兴太平洋（武汉）包装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691868879J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汇通大道 9 号 

（4）法定代表人：林斌 

（5）注册资本：17,703.075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9 年 8 月 21 日 

（7）营业期限：2009 年 8 月 21 日至 2059 年 8 月 20 日 

（8）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制品的制造、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

品印刷。（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9）股权结构：武汉昇兴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武汉昇兴 100%

的股权。 

（10）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总资产 103,060.58 91,934.12 

负债总额 57,580.32 46,601.29 

净资产 45,480.26 45,332.83 

营业收入 20,276.59 76,341.16 

利润总额 214.10 86.14 

净利润 158.50 150.67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标准无保留意见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增强对重点客户的综合

服务能力，提升客户黏性，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

盈利能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而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整体效益，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决策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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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总资产 43,111.50 39,724.03 

负债总额 30,939.63 27,843.53 

净资产 12,171.87 11,880.50 

营业收入 13,556.58 35,088.84 

利润总额 389.73 563.28 

净利润 291.37 727.80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和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该事项的决策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是公司根据市场形势的

变化和未来发展战略需要而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

高公司长期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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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事项无异

议。 

 

九、备查文件 

1、《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核查意见》； 

5、《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制罐-灌装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6、《昇兴太平洋（武汉）包装有限公司两片罐制罐生产线技改扩建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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