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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10万吨化妆品级、汽车级二氧化钛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了推动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加强业务竞

争优势、提高客户粘性，延伸公司的产业链并丰富产品线，完善建设综合性高端

材料供应商战略。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10万吨化妆品级、汽车级二氧化钛项目。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项目资金安排及使用计划 

项目资金计划 18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 15.68 亿元，配套流动资金 2.32亿元。

资金分四年投入，2019 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别为 5.37亿、4.61亿、

6.24亿、1.78亿。资金筹措通过银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 9亿元，公司 2018-2021

年度经营净现金安排 9亿元，若经营净现金流不足，则通过增加银行固定项目贷

款或发行股份、债券等方式解决。年度资金安排计划表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计划投入时间 

2019 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银行项目贷款 30,000 20,000 40,000 
 

90,000 

经营净现金 23,700 26,100 22,400 17,800 90,000 

其中:利息支出 743 1,980 3,465    3,465     9,653  

合计 53,700 46,100 62,400 17,800 180,000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年产 10 万吨化妆品级、汽车级二氧化钛项目（其中原材料子项目为全资子

公司福建富仕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80 万吨二氯氧钛项目，系在原年产 20

万吨二氯氧钛项目基础上扩建）。 

（二）项目用地 

项目用地面积 680 亩（其中，500 亩为年产 10 万吨化妆品级、汽车级二氧

化钛项目用地，180 亩为原材料子项目年产 80 万吨二氯氧钛项目用地，具体面

积以红线图面积为准），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从与福清市

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计算。 

（三）主要产品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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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项目：年产 10 万吨化妆品级、汽车级二氧化钛及 12万吨氧化铁； 

原材料子项目：年产 80万吨二氯氧钛及 40万吨三氯化铁。 

（四）项目投入 

人民币 18亿元。 

（五）实施期限 

项目总建设期：30个月； 

其中土建施工及设备安装期：24个月； 

试生产调试期：6个月。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1、历经多年的发展和努力，公司已成功进入了全球主要汽车涂料企业供应

商体系，为全球著名化妆品企业、全球塑料、色母粒等行业珠光材料的主要供应

商。目前公司业务以珠光材料为主，产业链的延伸和产品线的丰富成为公司加强

竞争优势和提高客户粘性的发展需求。 

2、本项目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钛，主要应用于汽车、食品、医药、化妆品

等高端领域： 

应用领域 用途 

汽车 

汽车级涂料，达到提高遮盖力、消色力、防腐蚀性、耐光、耐候性，增强漆

膜的机械强度和附着力，防止裂纹，防止紫外线和水分的透过，从而推迟老

化，延长漆膜寿命。 

医药 

药物制剂中，可作为白色着色剂制备薄膜包衣混悬液，糖包衣和明胶胶囊剂，

也可与其它着色剂混合使用，应用于皮肤用制剂，也可取代淀粉用做药物的

赋型剂。 

食品 
用于糖果巧克力包衣，凉果，膨化食品，口香糖，无甜味剂型固体饮料和浓

缩型固体饮料，含乳液体饮料，果酱，沙拉酱，蛋黄酱。 

化妆品 
粉底，粉饼，防晒霜，眼影，口红，唇膏，牙膏，爽身粉，痱子粉，膏霜，

白色香皂。 

3、本项目生产的食品级氧化铁颜料，可用作各类药片、药丸的糖衣和胶囊

等着色用；一般级氧化铁可于油漆、油墨、橡胶等工业中做催化剂以及玻璃、宝

石、金属的抛光剂。 

本项目产品的客户群与公司目前高端珠光材料市场具有良好的协同性，可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D%80%E8%89%B2%E5%89%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8%83%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7%E5%85%8B%E5%8A%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9%E6%9E%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6%A8%E5%8C%96%E9%A3%9F%E5%9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3%E9%A6%99%E7%B3%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89%E5%BA%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89%E9%A5%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2%E6%99%92%E9%9C%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BC%E5%BD%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3%E7%BA%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87%E8%86%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99%E8%86%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BD%E8%BA%AB%E7%B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B1%E5%AD%90%E7%B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89%B2/80367
https://baike.so.com/doc/5329080-55642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64937-1126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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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发挥公司渠道竞争优势。本项目的建设既延伸了公司的产业链也丰富了公

司的产品线，是公司建设综合性高端材料供应商战略的重要一环。 

（二）可行性 

1、本项目采用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萃取法制备工艺技术已获得多项

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并历经 8 年的研究和中试验证。目前业已建成年产 20 万吨

二氯氧钛项目并成功开发了化妆品级和汽车级高纯度二氧化钛产品，产品质量、

性能等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要求，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及延伸产品线提供了

经验和相关的技术参数及经济指标。 

2、本项目的技术和市场基础 

1）公司历经 8年的研发和中试，业已建成 20万吨的二氯氧钛和氯化铁的项

目同时成功研发出高纯度的二氧化钛及氧化铁产品，该项目工艺技术已取得国

际、国内发明专利，并成功通过了全球首套工艺认证，取得了相关合法合规手续，

采用第三代二氧化钛、氧化铁的萃取法制备工艺技术实现了产品的高纯度、超低

重金属含量要求，为高品质的二氧化钛和氧化铁提供了质量保证，工艺稳定、环

保安全、节能减排，构建了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2）公司 20年高端珠光材料研发、生产、品保、应用评估的经验，积累了成

熟的二氯氧钛转化为二氧化钛及三氯化铁转化为氧化铁的工艺技术，同时拥有完

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应用开发体系。特别是高性能的汽车耐候级二氧化钛、氧化

铁表面包膜技术在全球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同时在食品和化妆品级的生产应用及

相关法规和准入标准体系文件具有丰富的经验，均已通过全球主要的用户的评

审，特别是在晶相、粒径、分散、排列、色牢度的掌握和稳定性上具有独特的技

术能力。 

3）公司已与大量的汽车涂料、化妆品、医用和食品级应用生产企业建立长

期的战略合作，具有良好公信的品质保障及社会责任体系的互认，以上的基础能

使公司的新产品较快的进入应用市场。据 2017 年全球工业杂志报道，二氧化钛

全球需求量为 800多万吨，氧化铁为 250万吨以上，其中汽车级高端涂料年需求

量在 150 万吨以上，食品级、化妆品级、医用级等超低重金属含量的二氧化钛年

需求量在大量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 10 万吨。氧化铁的高端产品只有国

外企业在生产，每吨价格在 8-30万元人民币。而高端二氧化钛汽车级每吨 2.5-3

万元人民币，食品级及其他超低重金属含量二氧化钛每吨在 8万元人民币左右。 

3、本项目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钛铁矿可从国内或国际采购，市场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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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盐酸由同处在一个工业区的东南电化和康乃尔两家公司具有近 40 万吨

的富余氯化氢通过管道免费输送，即使以上企业因生产过程中出现人为不可抗拒

因素造成氯化氢供应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深度解析盐酸获取氯化氢循环利用，

解决材料供应的瓶颈。 

4、产能消化 

随着欧美国家及中国对于汽车级和化妆品级原材料性能和安全标准的不断

提高，高端应用的二氧化钛产品趋向于超高耐候性、超强分散性及超低重金属含

量的要求，现有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难于满足各国法规和美国 FDA标准。其生产

技术、生产工艺复杂，国内大量依赖进口，以至其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其价格是

普通钛白粉的 3-4倍左右，国际国内市场紧缺，价位高，供货紧张，市场前景广

阔。本项目产品的产能在公司现有的国际国内销售渠道中就能得很好的消化。 

四、项目投资概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比例 

1 建设投资：  156,838.92  87% 

1.1 建设工程费用  136,800.02  76% 

1.2 其他费用  5,000.00  3% 

1.3 预备费用  2,431.70  1% 

1.4 土地费用  12,607.20  7% 

2 流动资金  23,161.08  12.87% 

3 合计  180,000.00  100.00% 

五、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 

1 项目总投资（万元） 180,000  

2 年均销售收入（万元） 334,310  

3 年均利润总额（万元） 158,696  

4 投资回收期（年） 5.28 含建设期 

5 财务内部收益率 36% 税后 

六、项目立项、环评、土地报批等事项 

项目所涉及的项目用地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正常规定的用地程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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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土地使用权的

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用地投资合同约定，公司应承担

项目用地前期已实施初勘、软基处理、围墙等项目的相应费用。如若上述前期成

果费用超出公司合理预算范围，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项目实施尚须办理土地、环评、立项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

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

或终止的风险。 

七、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国家级开

发区）设立独立法人项目子公司实施，其中年产 80 万吨二氯氧钛项目为本项目

的原材料子项目，由全资子公司福建富仕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八、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宏观政策及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和发展需要。项

目的实施不会改变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可以更充分发挥公司渠道竞争优势，项

目的建设既延伸了公司的产业链也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客户粘性，有助于对现有业务进行巩固和升级，进

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实力。 

本次投资项目主要产品虽历经多年的研发和中试，但在量产过程中工艺技术

仍需不断完善；本项目产品的产能虽计划在公司现有的国际国内销售渠道中消

化，但仍存在产能消化不达预期的风险。上述风险都有可能影响项目的顺利达产

及达产后预期业绩的顺利实现，从而影响项目整体效益。 

（二）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利用银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将增加公司的负债水平，按资金

安排计划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年末公司长期借款余额将分别达到 30,000

万元、50,000 万元、90,000 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提高；项目达产并投入运

营后银行借款归还前，预计尚有 4,703万元利息支出计入当期财务费用增加项目

运营初期的财务成本。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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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投入较多而且经营效益需要达产才能体现，建设期内公司总资

产收益率将下降。但项目预期盈利能力较好，随着项目的顺利达产和经济利益的

实现，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3）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将增加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并使用公司经营净现金用于支付

项目建设款项（包括建设期内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公司自有现金余额将减少。

但项目达产并投入运营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显著增加。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