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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本次拟向不超

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 

1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443,302 21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90,000 90,000 

合计 533,302 3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或者其他方式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置换。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1、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文山绿色

铝项目”、“本项目”或“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 500kt/a 电解铝生产系统及

与之相配套的公、辅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电解车间及电解 10kV 配电室、氧

化铝输送和供料系统、铸造车间、阳极组装车间、电解烟气净化及脱硫、综合修

理车间、供变电整流及主控楼、空压站及空压站 10kV 配电室、污水处理站、危

废暂存库及配套设施等。预计达产后年平均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56.92 亿元，年平

均税后利润约人民币 3.27 亿元。2017 年 11 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

《投资项目备案证》（云发改产业备案〔2017〕0022 号），对文山绿色铝项目

进行了备案。本项目的基本概况如下：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建设周期 18个月 

建设地点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马塘工业园区铝产业片区 

主要产品 铝产品 

项目总投资 人民币443,302万元 

（2）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本项目由云铝股份全资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文山”）

负责实施。 

2、项目建设内容 

（1）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443,30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人民币 420,932 万元，

建设期利息人民币 11,57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人民币 10,799 万元，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占总投资比例 

1 建设投资 420,932 94.95% 

2 建设期利息 11,571 2.61% 

3 铺底流动资金 10,799 2.44% 

项目总投资 443,302 100.00% 

（2）项目选址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马塘工业园区铝产业片区，与云铝文

山现有氧化铝生产厂区直线距离不足 1.5 公里。 

（3）产品销售安排 

项目产品为铝产品，全部面向市场销售。 

（4）项目的投资回报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之后，云铝股份将增加年产原铝 50 万吨的产能规模，提升

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预计项目投产达产后每年可平均新增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56.92 亿元，年平均



税后利润约人民币 3.27 亿元。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2.02%，投资

回收期为 8.52 年（税后，含建设期），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的环保情况 

本项目获得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

铝材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云环审〔2018〕1-3 号）。本项目环

保设施和技术设计标准严格遵守了国家相关环保法规，符合各项环境保护标准。 

本项目生产工艺、装备先进，技术水平高，各项指标达到清洁生产要求，项

目设计对工程的各类污染源均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实现达标排放。 

3、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文山绿色铝项目是振兴革命老区和巩固贫困地区脱贫成果的重大产业

项目 

文山绿色铝项目实施地云南省文山州地处左右江革命老区和中国对越自卫

反击战战后恢复地区，也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滇桂黔石漠化区，是集“老、

少、边、穷”为一体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中扶贫对象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所辖县数最多、民族自治县

最多的片区，具有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返贫风险高的特点。 

本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利用文山及周边地区丰富的铝土矿资源，促进当地经济

长远健康发展，同时还能够长期稳定的直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以及通过带动上下

游产业发展间接提供就业机会，项目投产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56.92

亿元、每年缴纳税收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将为文山地区乃至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和脱贫问题，巩固当地脱贫成果，

进而对促进中央精准扶贫战略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发

挥重要作用。 

（2）项目氧化铝资源保障能力强，区位优势明显 

本项目所在地云南省文山州及周边广西、贵州铝土矿资源丰富，资源储量合

计占全国铝土矿资源总量的 70%左右，此外，云南周边越南、老挝、缅甸、柬埔

寨等国家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仅越南就拥有铝土矿资源 80 亿吨，老挝铝土矿远



景储量也将达到 50 亿吨，资源开发前景广阔。同时，公司与国内外主要氧化铝

供应商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及供应渠道，能够为本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就

近资源保障。本项目实施主体云铝文山已建成年产 140 万吨氧化铝生产线，且本

项目建成后绿色铝生产区距离云铝文山现有氧化铝厂区不足 1.5 公里，能大幅节

省原材料运输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项目拥有较强的区位优势，文山绿色铝项目所在地云南省文山州是“滇

桂走廊”云南东大门，是云南通往“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地区主要通道，也是

云南通往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绿色大通道，通边达海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主要面向我国华南等重点铝消费市场。云南省作为我国面向南

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在国家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大背景下，项目建成投产

后，可以更好的利用国内及周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3）进一步优化完善绿色铝材一体化产业链，发挥产业协同作用 

本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云铝文山目前是云南省唯一一家氧化铝生产企业，氧化

铝产能 140 万吨/年。本募投项目投产前，云铝文山不具备氧化铝就地消耗能力，

生产的氧化铝需要远距离运输至公司分布在云南省内多个市州的电解铝生产企

业，运输成本较高。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公司绿色铝材一体化产业链，公司通过云

铝文山实施 50 万吨文山绿色铝项目，能够在文山州当地构建起铝土矿-氧化铝-

铝冶炼-铝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可以充分发挥产业协同作用，降低公司生产

成本和销售费用，提高公司成本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4）项目盈利能力强，综合效益好 

项目经过充分的论证，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达产后预计年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 56.92 亿元，净利润约人民币 3.27 亿元，项目税后投资回收期 8.52 年

（含建设期），全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 12.02%，有利于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

同时，该项目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综合效益好。 

4、项目涉及的立项、环保、土地等有关报批事项 

（1）立项 

2017 年 11 月 24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投资项目备案证》



（云发改产业备案〔2017〕0022 号），对文山绿色铝项目进行了备案。 

（2）环保 

2018 年 11 月 14 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出具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云

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云

环审〔2018〕1-3 号）。 

（3）土地 

经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程序，云铝文山通过竞价方式取得了

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已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证（云[2020]文山市不动产权第

0021401 号）。 

（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90,000.00 万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的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用，并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及持续盈利能力。 

2、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3、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满足公司持续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近年来，在中铝集团的决策部署和云南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正在

全力推进文山、昭通、鹤庆三大绿色铝项目建设。上述项目建成投产达产后公司

绿色铝产能将明显提高，对流动资金需求也将大幅增加。为满足公司持续发展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时控制有息债务规模，公司迫切需要通过本次融资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2）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和铝行业生产经营带来的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需要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优化公司的资

本结构。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406.56 亿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277.3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8.21%，流动比率为 0.34，财务结构需要

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将使公司的资本结构得

到优化，增强公司在目前复杂的宏观环境和行业发展形势中的应对能力。 

（3）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符合国家降低企业特

别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政策导向，也符合国家有关证券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行。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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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资

本结构得到优化，经营灵活性得到提高，有助于公司实现发展战略，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明显降低，财务结构将得到优化，

资本实力和偿债能力大幅增强。 

四、结论 

经审慎分析，董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打造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全产业链，提

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并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因此，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运用是必要且可行的，能够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并有

利于公司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态势，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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