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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00 万元（含），所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的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1

年产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
生产线项目

79,049.61

57,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3,000.00

23,000.00

合计

102,049.61

80,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求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产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 万吨电池
级碳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项目，本项目位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均田
村雅化工业园内，为新建项目，项目总投资 79,049.61 万元。
2、项目背景
（1）政策背景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_2013 年修正版）（国家发改委
2011 第 9 号令）规定，涉及锂盐产业政策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本项目属
于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类项目。
我国现行锂盐产业政策
类别
鼓励
类

行业

政策条款内容

本项目

九、有色金属

2、高效、低耗、低污染、新型冶
炼技术开发

新加工工艺，采用新设备
高效、低耗、低污染

十一、石化化工

2、硫、钾、硼、锂等短缺化工矿
产资源勘探开发及综合利用

锂，短缺化工矿产资源的
综合利用

限制
类
淘汰
类

四、石化化工

6、单线产能 5000t/a 以下碳酸锂、 单线年产碳酸锂 10000t/a
氢氧化锂
＞5000t/a,不受限制类

一、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四）石化化工

5、3000 吨/年以下碳酸锂和氢氧
化锂

不属于

（2）行业背景
从能源总量来看，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据资料显示，截止到 2009 年底，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 23 亿吨，占世界总
量的 1.4%；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2.23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可采储量总量
的 1.2%；煤炭剩余可采储量 1145 亿吨，占世界总量的 12.6%等。就可采储量而
言，有关专家估计，若按目前的开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和东部的煤炭资源将在
2030 年耗尽，水力资源的开发也将达到极致。就质量而言，我国能源资源以煤
炭为主，按各种燃料的热值计算，在目前的探明储量下，世界能源资源中，固体
燃料和液体、气体燃料的比例为 4：1，而我国则远远落后于这一比值。目前，
在世界能源产量中，高质量的液、气体能源所占比例为 60.8%，而我国仅为 19.1%。
我国迫切需要更新能源结构，其中锂电新能源就是其中一种。锂离子电池不
仅可以用于电子产品、电动工具、工业储能甚至在电动汽车中也被公认为理想的
选择，所以应用前景一片光明。锂电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将相应地带动碳酸锂
需求的快速增长。
（3）产业背景
锂是自然界最轻的金属元素，化学符号 Li，银白色，体心立方结构，在周
期表中居 IA 族碱金属首位，是最轻的、最活泼的碱金属。由于锂具有特殊的物
理和化学性质，既可用作催化剂、引发剂和添加剂等用途，又可以用于直接合成
新型材料以改善产品性能，因其应用领域广泛，被誉为“工业味精”；又由于锂
具有各种元素中最高的标准氧化电势（其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也表明这一点），
因而是电池和电源领域无可争议的最佳元素，故也被称为“能源金属”。
锂产品的用途广泛，传统应用领域为玻璃和冶金产品的添加剂，九十年代以
来，随着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开发与技术进步及对健康科技的重视，锂产品的新
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随之带动了锂深加工产业的发展。锂深加工产业目前
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初期，是新兴朝阳产业，其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来自
下游新药品、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的旺盛需求。在新药品领域，锂深加工产

品（如碳酸锂、氯化锂、氢氧化锂、丁基锂等）主要用作生产他汀类降脂药和新
型抗病毒药等新药品的关键中间体；在新能源领域，锂深加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
一次高能锂电池、二次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在新材料领域，锂深加工产品主要
用于生产新型合成橡胶、新型工程材料、陶瓷和稀土冶炼等。上述产品均系传统
产业中利用新工艺和新技术研制成功的新产品，代表了各国产业升级和未来的发
展方向，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随着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崛起，锂电市场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能源汽
车占全球锂电市场锂消费之比从 2013 年的 7.89%上升至 2015 年的 43.56%。2013
年 3C 电子消费品碳酸锂需求量占整个锂电池市场之比为 90%以上，新能源汽车
占锂电池市场之比仅 7.89%；而 2015 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锂电市场比重已上升
至 43%；截至 2017 年底新能源汽车占全球锂电市场比重上升至 58%（数据来源：
智研咨询-《2017-2023 年中国碳酸锂产业运营监测研究报告》）。根据赛迪智库
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发布的《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白皮书（2017 版）》显示，2016
年，全球消费型锂离子电池占比 44.7%，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占比达到 44.8%，首
次超过消费型，其他（储能和工业型）锂离子电池占比为 10.5%，基本与 2015
年持平。2016 年，我国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市场占比达到 52%，首次突破 50%，并
超过消费型锂离子电池，而 2015 年还只有 47%；消费型锂离子电池市场占比继
续下滑，2016 年约为 42%，2014 年和 2015 年这一占比还分别为 83%和 48%；储
能型锂离子电池在光伏分布式应用以及移动通信基站储能电池领域的应用不断
扩大，2016 年达到 6%，比起 2014 年的 4%、2015 年的 5%，一年上一个台阶。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锂产品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新材料、新药品行业，三大行业属于
新兴朝阳行业，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发展初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特别是新能源行业，锂离子电池正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
移动设备，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储能电池的应用正方兴未艾，电动汽车的
应用也逐年增长，前景广阔。2010 年各类锂电池电动汽车达到近万辆，2013 年
以后将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根据工信部网站信息，2016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 53.0%；2017 年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79.4 万辆和 77.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3.8%和 53.3%。可以预

见上述行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将带来锂产品的旺盛需求。
近几年，全球锂需求量保持了高速增长。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锂
金属聚合物可充电电池的日益普及、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不断取代镍
氢电池等，全球市场对锂化合物需求量不断增长，碳酸锂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
未来几年全球锂需求量将以 5～7%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速度超过全球经济增长
水平。
目前全球主要碳酸锂产能还是集中在 Chemetall（德国）、FMC（美国）和 SQM
（智利）三家公司手中，这三家公司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约 70%，由于规模化生
产碳酸锂的企业必须拥有锂资源储量较为丰富的资源开采权，这使得该行业具备
较高的资源壁垒；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盐湖绝大多数资源都是高镁低锂型，而从
高镁低锂老卤中提纯分离碳酸锂的工艺技术难度很大，之前这些技术仅掌握在少
数国外公司手中，这使得碳酸锂行业又具备了技术壁垒。因此，造就了碳酸锂行
业的全球寡头垄断格局。
我国虽然拥有资源价值较高的盐湖，但到 2004 年才取得高镁低锂老卤溶液
提纯碳酸锂的关键技术突破，使得我国能够进入全球碳酸锂市场。而国内盐湖卤
水提锂厂商虽然大规模碳酸锂项目已经投产，但是由于自身的固有弱点无法克服，
今后国内碳酸锂市场将仍由矿石提锂厂商主导，并将长期保持该格局。我国锂资
源开发利用较晚，企业规模小、产品产量低、技术落后、品种结构单一、高档产
品近乎空白是我国锂盐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加速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高
产品质量，按循环经济要求走高科技发展之路仍是摆在国内锂盐行业面前一项紧
迫的任务。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 年全球碳酸锂需求预计为 23.90 万吨，同比增速
21.19%。其中，新能源汽车需求 6.68 万吨，工业需求 12.40 万吨，3C 数码消费
品需求 4.72 万吨，储能需求 900 吨。2017 年-2019 年全球碳酸锂需求预计分别
为 23.90、28.07 和 34.74 万吨，对应增速 9.18%、17.43%和 23.78%。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7 年底国内碳酸
锂产量约 6 万吨，氢氧化锂 2 万吨，同比去年有所提升，在建及拟扩建产能约
16 万吨，但项目建设都基本都在 2018 年以后，产能释放周期长。未来三年锂盐
市场供应将维持紧张态势。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79,049.61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57,000.00 万元。
5、项目投资收益
本项目建成并达产后将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51,747.80 万元,年均税后利润
48,322.00 万元。
6、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四川省雅安市雅化工业园区内。
7、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1.5 年。
8、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
9、项目批复文件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正在履行相关的备案及环评程序。
（二）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公司业务和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公
司计划将 23,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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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业务和收入规模持续增长，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加
公司目前已形成民爆和锂产业双主业运行的产业布局。在民爆行业，公司是
民爆行业的优势企业，通过近年来的前瞻布局，已基本形成了未来民爆需求最旺
盛区域的产业与市场布局；在锂行业，公司以锂产业龙头公司为标杆，坚定发展
锂产业，尽快将公司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锂盐供应商。随着新能源行业
的快速发展，公司的锂业务增长快速，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盈利能力不
断增强。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9 月公司的营业收入金
额分别为 145,486.76 万元、134,334.96 万元、157,943.29 万元、168,725.01
万元。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金额分别为 22,748.32 万元、11,853.18 万元、13,381.40 万元、16,457.54

万元。公司锂业务增长迅速，对资金的需求日益突显。
2、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合并报表流动负债金额为 118,684.37 万元，
非流动负债金额为 14,314.95 万元，财务费用为 2,561.40 万元，由于可转债的
利息成本相对较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所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营运
资金压力将得到一定缓解，并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

三、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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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项目
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本实力大大增强，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
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大幅
提升，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的业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基于新能
源行业和锂行业的发展趋势、市场竞争格局和公司自身优势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并通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同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和国家政策导向，符合公司制定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竞
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