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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8 年度

与 资 产/收 益 相
关

1
玉溪市财政局商务局拨付的 2017 年 10 至 11 月稳增长进
出口奖励 0.54 与收益相关

2 玉溪高新区管委会 2017 年度创新发展先进企业表彰奖励 146.90 与收益相关

3
市级科技成果“十二层液体食品包装用镀铝膜纸基铝塑复
合材料的奖励 3.00 与收益相关

4
玉溪市财政局商务局拨付 2017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款 0.33 与收益相关

5
玉溪知识产权局关于下达玉溪市 2017 年第三季度专利申
请奖励经费的通知拨款 0.80 与收益相关

6
玉溪市实施品牌和质量强市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
于 2018 年质量走廊的通知拨款 3.00 与收益相关

7
玉溪市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拨付的 2017 年失
业保险援企稳岗补贴 11.25 与收益相关

8 安全生产责任书考核良好企业 5.00 与收益相关

9 2017 年四季度扩销促产奖 15.00 与收益相关

10 2017 年财政贡献奖 19.00 与收益相关

11 2018 年科技计划（下级）项目经费补助 3.00 与收益相关

12 2017 年企业稳岗补贴 7.25 与收益相关

13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财政贡献奖/扩销促产奖
励 /云南省新产品/云南名牌/市级科技成果/外贸进出口 107.70 与收益相关

14 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管委会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21.95 与收益相关

15
玉溪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支付中心 “2018 年上半年扩销促
产科技创新奖励”（实用新型专利） 10.00 与收益相关

16 玉溪市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17 年稳岗补贴 5.97 与收益相关

17 社保及岗位补贴 5.26 与收益相关

18 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2.45 与收益相关

19
玉溪高新区管委会 “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项目-企
业管理体系认证”专项资金 2.04 与收益相关

20 温江区就业服务管理局补贴 1.95 与收益相关

21 成都市第二批专利资助金 0.80 与收益相关

22 成都市第一批专利资助金 0.40 与收益相关

23 开发扶持资金 1,265.65 与收益相关

24 品牌经济-2017 第四批产业转型专项补助 50.00 与收益相关

25 小巨人补助款 150.00 与收益相关

26 进口贴息-财政补贴 408.89 与收益相关

27 第五批产业转型专项收入 20.50 与收益相关

28 专利补助--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9.31 与收益相关

29 科技发展基金补助 160.50 与收益相关

30 上海禾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财政补贴 200.00 与收益相关

31 锂离子电池-财政补贴 114.00 与收益相关

32 稳岗补贴 18.74 与收益相关

33 区困补贴 1.35 与收益相关

34 宣桥社区就业奖励 0.30 与收益相关

35 招商引资优惠补助-增资扩产奖励 750.00 与收益相关

36 产业扶持资金 5,184.00 与收益相关

37 35kv 电缆沟补贴 34.00 与资产相关

38 电力配套工程改造补助费 5.00 与资产相关

39 首台重大技术装备补助资金 11.32 与资产相关

40 2017 年市级工业园区建设专项资金（标准厂房补助项目） 3.50 与资产相关

41 9000 万平方米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离膜项目 269.24 与资产相关

42 锂电池隔膜生产线技术改造 105.96 与资产相关

合计 9,135.86 -
2017 年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7 年度

与 资 产/收 益 相
关

1 上市补助款 224.40 与收益相关

2 高新区财政局 2017 年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 160.00 与收益相关

3 研发经费投入补助 133.24 与收益相关

4 2016 年度创新发展先进企业奖 121.70 与收益相关

5
年产 30 亿个液体食品用新型多层高阻隔纸基铝塑复合
塑料软包装盒项目专项资金补助 100.00 与收益相关

6 稳岗补贴 55.24 与收益相关

7 35kv 电缆沟补贴 34.00 与资产相关

8
温江区科学技术局 2016 年度第二批专利实施与促进专
项资金 30.00 与收益相关

9 2017 年第二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经费 20.00 与收益相关

10 创新能力建设奖励项目资金 20.00 与收益相关

11 创新项目配套资金 14.00 与收益相关

12 2017 年加大进出口奖励力度专项资金 5.67 与收益相关

13 电力配套工程改造补助费 5.00 与资产相关

14 2016 年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
场资金补助 3.64 与收益相关

15 首台重大技术装备补助资金 1.89 与资产相关

16 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0.80 与收益相关

17 2017 年市级工业园区建设专项资金 （标准厂房补助项
目） 0.58 与资产相关

18 2016 年度“强化稳增长，加大进出口奖励力度”专项资金 0.31 与收益相关

19 2016 年稳增长进出口奖励款 0.28 与收益相关

20 专利资助金 5.21 与收益相关

21 9000 万平方米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离膜项目 261.85 与资产相关

22 锂电池隔膜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补贴 9.01 与资产相关

23 高比能量动力锂离子电池开发与产业化技术攻关 93.37 与收益相关

24 外经贸发展补贴 48.12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348.30 -
（七）营业外收入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政府补助 - - - 1,772.57
接受捐赠 2.20 - - -
其他 8.62 44.17 58.97 42.79
合计 10.82 44.17 58.97 1,815.36

公司 2016 年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政府补助。 2017 年， 根据会计准则要
求，政府补助由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2016 年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

补助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6 年
度

与 资 产/收 益 相
关

1 技术改造补助 660.00 与收益相关

2 上市企业专项奖励资金 200.00 与收益相关

3
拉伸流变的塑料高效节能加工技术在新型功能薄膜生产中的
开发应用 175.00 与收益相关

4 “创新包装产业园”项目建设补助资金 150.00 与收益相关

5 稳岗津贴 120.93 与收益相关

6 玉溪市 2015 年度创新发展先进企业 41.40 与收益相关

7 高新区财政局科技项目经费 35.48 与收益相关

8 科技创新奖 34.00 与收益相关

9 35kv 电缆沟补贴 34.00 与资产相关

10 市扩销促产补助资金 13.40 与收益相关

11 年度地方财政贡献奖 10.00 与收益相关

12 2016 年重点工业项目前期工作经费补助款 10.00 与收益相关

13 玉溪市科技发展计划经费 10.00 与收益相关

14 2016 年度“强化稳增长，加大进出口奖励力度”专项资金 7.35 与收益相关

15 测厚仪改造项目 5.60 与收益相关

16
玉溪高新区管委会九龙片区工厂外围电力配套工程改造补助
费 3.33 与资产相关

17 玉溪市工商局商标奖励 3.00 与收益相关

18 年度玉溪市科学技术奖励 3.00 与收益相关

19 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3.00 与收益相关

20 玉溪市进出口奖励力度奖励款 2.52 与收益相关

21 2016 年研发经费投入补助专项 2.47 与收益相关

22 玉溪市专利奖励金 2.30 与收益相关

23 云南名牌产品奖金 1.00 与收益相关

24 专利资助金 0.62 与收益相关

25 关于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补助资金 0.60 与收益相关

26 9000 万平方米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离膜项目 235.08 与资产相关

27 2015 年度外贸专项资金 7.00 与收益相关

28 其他 1.48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772.57
（八）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分别为 75.79 万元、293.34 万元、16.25 万元

和 8.95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0.05%、0.14%、0.01%和 0.01%，占比
较低。 2017 年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大，主要为当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系公
司为提升投送料效率，对部分辅助设备进行了更新，老旧设备进行了报废
处置。

（九）利润来源收益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利润 49,663.31 100.00 77,784.50 99.96 63,627.46 100.37 40,870.41 95.92
营 业 外 收
支净额 1.87 0.00 27.92 0.04 -234.37 -0.37 1,739.57 4.08

利润总额 49,665.18 100.00 77,812.42 100.00 63,393.09 100.00 42,609.98 100.00

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产生的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对利润影
响较小。

（十）非经常性损益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非经常性净损益① 6,611.80 29,882.84 36,918.40 19,299.92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② 38,892.78 61,706.21 51,029.33 34,522.05

占归属于 母公司所
有者的 净利润的 比
重=①/②

17.00 48.43 72.35 55.91

2018 年 7 月公司完成收购上海恩捷 90.08%股份， 构成同一控制下合
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同一控制下合并企业期初至合并日的收益视为非
经常性损益，导致 2016 年至 2018 年的非经常损益占比较高。

剔除该暂时性因素影响之后，2019 年 1-6 月，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
常性净损益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7.00%。 公司收益
主要来自于经常性损益。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 -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07.12 17,102.09 26,047.66 12,300.3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341.73 -114,782.01 -141,902.87 -54,386.2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83.23 78,398.38 78,635.54 113,160.3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 - -54.77 48.5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948.62 -19,281.54 -37,274.45 71,122.9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 24,561.22 43,842.76 81,117.20 9,994.2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 37,509.84 24,561.22 43,842.76 81,117.20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 -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2,410.07 168,677.43 163,878.81 120,618.05
收到的税费返还 - 4,126.79 232.51 603.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390.73 18,781.44 9,116.69 2,424.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800.80 191,585.66 173,228.01 123,645.34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390.09 111,395.03 102,254.53 77,796.2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0,751.34 25,465.58 19,010.84 14,597.3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405.80 22,053.52 17,524.83 10,265.1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46.45 15,569.43 8,390.15 8,686.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093.68 174,483.57 147,180.35 111,34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07.12 17,102.09 26,047.66 12,300.31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2,300.31 万元、
26,047.66 万元、17,102.09 元及 11,707.12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现金流入小于营业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
别为 73.32%、77.51%、68.64%和 81.57%，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客户支付的
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较好的商业承兑汇票较多， 这部分票据流动性较强，
可以通过背书转让支付给在建工程的建设方、设备供应商以及原材料供应
商。上述票据收到时不计入现金流入，直接背书转让后不再产生现金流入，
导致现金流小于营业收入，若考虑收到票据后直接转让的因素，报告期内

收到现金及背书转让票据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2.00% 、
115.15%、106.97%和 98.71%。

（二）投资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 39,500.00 31,690.00 69,535.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40.30 816.09 1,043.88 130.38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16 1.80 21.48 209.2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42.46 40,317.89 32,755.36 69,874.63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7,015.28 139,101.15 112,968.23 63,225.89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 9,500.00 61,690.00 61,035.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468.91 6,498.74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3,484.19 155,099.89 174,658.23 124,260.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341.73 -114,782.01 -141,902.87 -54,386.26

报告期内，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主要为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到期收回的现金。报告期内，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主要投向公司锂电池隔离膜项目等。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 -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12,340.37 167,968.41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0,844.88 168,822.45 96,924.04 42,718.0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 - 12,545.4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844.88 168,822.45 109,264.41 223,231.9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2,468.37 68,046.28 19,640.46 67,882.82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3,364.08 22,297.86 10,988.42 13,373.4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5,429.20 79.93 - 28,815.3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261.65 90,424.08 30,628.87 110,071.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83.23 78,398.38 78,635.54 113,160.34

报告期内，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包括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和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主要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及股权激励款项等。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主要为银行借款。 公司的筹
资活动资金支出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现金分红以及支付银行借款利息支
出等。

2016 年度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上海恩捷为支持自
身发展向股东借款，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偿还股东的拆
借款项。

总体来看，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支持自身发展，通过 IPO 上市、
银行借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金额保持在较高水平。

四、资本性支出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重大资本性支出情况
1、重大资本性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重大资本性支出主要是各锂电池隔离膜建设项目投

入、 江西通瑞收购及后续项目投资、 年产 30 亿个彩印包装盒改扩建等项
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概算 2019 年 1 -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上海恩捷锂电池隔离膜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22,500.00 - - 19,271.57 3,529.10

珠海恩捷锂电池隔离膜生产基
地一期项目 241,447.86 18,172.98 97,925.59 123,572.57 4,526.36

无锡恩捷锂电池隔离膜生产基
地一期项目 220,000.00 57,205.15 29,870.00 - -

江西通瑞锂电池隔离膜生产基
地一期项目 （收购及后续投入
合计）

175,000.00 34,136.15 29,343.51 - -

年产 30 亿个彩印包装 盒改扩
建 28,414.70 - 3,444.02 1880.94 8,069.22

年产 1.3 万吨高档环保特种纸
改建项目 10,684.57 - 184.78 705.32 2,712.99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93.17 - - 20.6 1,193.23
2、资本支出对主要业务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下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机遇，在行业需求快速增

加的同时加速产能扩张。随着上海恩捷锂电池隔离膜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及珠海恩捷电池隔离膜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的陆续投产，公司产销规模快速
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增长 16.23%，其中膜类产品同比增长 29.46%。在包装制品行业整体
向下的情况下，助力公司整体业绩保持了良好增长。

从目前来看，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仍然处于快速发展期，公司作为湿
法锂电池隔离膜行业的龙头，目前公司布局上海、无锡、珠海、江西四个生
产基地，持续扩大产能。未来，随着无锡恩捷电池隔离膜生产基地一期项目
及江西通瑞电池隔离膜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等项目的陆续投产，公司盈利能
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二）未来可预见的资本性支出
公司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主要包括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西通瑞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以及无锡恩捷新
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同时，公司未来也拟通过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投资建
设珠海恩捷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及无锡恩捷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第六章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及投资项目概况
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2019 年 7 月 17 日召开
的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16 亿元（含 16 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
产 4 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一
期）

175,000.00 60,000.00

2 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 220,000.00 100,000.00
合计 395,000.00 160,000.00

（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时的安排
若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
决。 公司预计将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启动项目建设，在本次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需要先行筹措
资金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
（三）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涉及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涉及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 环保

1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4 亿平方米锂离子 电
池隔膜项目（一期）

《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
书 》 （2018 -360983 -29 -03 -
012505）

《关于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锂电隔膜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宜环评字
［2017］85 号 ）

2
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
基地项目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锡山
开发区备［2018］100 号）

《关于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
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锡开安环复［2019］42 号 ）

（四）本次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及投入方式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4 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

膜项目（一期）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之全资子公司江西通
瑞。

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
之全资子公司无锡恩捷。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集资金通过借款的方式提供给江西通
瑞和无锡恩捷，同时按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费用，上海恩
捷其他股东不同比例提供借款。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一） 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4 亿平方米锂离子电

池隔膜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技术积累和生产运营，在锂电池隔膜领域

具备了较好的技术储备并积累了丰富的产业化经验。本次募投项目是公司
在现有锂电池隔离膜业务上的进一步拓展和布局，有助于公司扩大业务规
模、提升行业地位、增强规模优势、拓展市场份额，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最大化。

公司本次拟通过江西通瑞建设年产 4 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项目，项目
拟选用先进的进口隔膜制造生产设备并配备高品质国产设备，选择先进的
锂电池湿法工艺路线。 本次项目总投资额为 175,000.00 万元，项目投资内
容主要包括 8 条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

2、项目选址
本项目位于宜春市高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园锦绣大道以南永安大道以

北，项目总占地面积 219,701.59 平方米。 公司已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权属
证书为不动产权证书（赣（2017）高安市不动产权第 0012426 号、赣（2017）高
安市不动产权第 0012427 号、赣（2017）高安市不动产权第 0012428 号，权利
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

3、项目批准情况
项目已取得高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
知书》（项目代码：2018-360983-29-03-012505）。

项目已取得宜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锂电隔膜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宜环评字［2017］85
号）。

4、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各阶段工作的性质、数量进行工程实施的进度安排，建设期计划

24 个月，项目于 2018 年开工，预计于 2019 年 12 月建成。
本次项目总投资 175,000.00 万元，主要包括：建筑工程费用 13,000.00

万元， 设备费 142,000.00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其他费用
10,000.00 万元。 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13,000.00

2 设备费 142,000.00

3 铺底流动资金 10,000.00

4 其他费用 10,000.00
项目总投资 175,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设备投资。 本项目拟采购的主要设备情况如
下：

序号 设备名称 产地 总价（万元 ）

1 横拉机 日本 32,000

2 铸片机 日本 5,200

3 纵拉机 日本 9,600

4 挤出机 日本 7,200

5 萃取装置 韩国 9,600

6 收卷分切机 日本 20,000

7 涂布设备 日本 16,800

8 气体回收装置 韩国 9,200

9 精馏装置 韩国 6,800

10 质量控制系统 德国、美国 1,720

11 其他配套国产设备 国产 23,880
合计 142,000

5、项目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供应
本项目所需原料主要是聚乙烯，辅助材料为加工助剂、萃取剂等，所涉

及到的燃料及动力主要包括水、电、天然气等。公司主要原材料将从 KPIC、
日本三井化学公司等公司采购。水、电、天然气等由园区管道及相关供应商
供给。

6、生产工艺及工艺流程
本项目生产工艺为锂电池隔膜湿法工艺， 与公司已有工艺具有一致

性。
7、环境保护情况
项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噪声，具体污染物

及环保措施如下：
（1）废水处理措施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有员工生活废水、食堂废水、溶剂回收装置解吸

废水、设备地面冲洗废水等。 项目实施“清污分流、雨污分流”。 溶剂回收装
置解吸废水经解吸废水处理装置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
质标准后回用。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总废水经处理后达
到污水排放标准后， 通过工业园排污管网进入入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后，处
理达标后排放。

（2）废气处理措施
项目产生的废气均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和处理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 熔融挤出工序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 VOCs， 经净化装置处理并
达到排放标准要求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萃取、干燥、精馏装置回收等
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二氯甲烷等，经活性炭吸附 + 脱附等装
置处理并达到排放标准要求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锅炉烟气主要污染物
经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
后，达到排放标准后经专用油烟管道引至屋顶排放。

（3）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活性炭、废油、涂覆清洗废液、污水处理污

泥、不合格品和边角料及生活垃圾等。废活性炭、废油等危险废物处置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置；涂覆清洗废液及污泥暂按危废管理，待项目试生产时通
过属性鉴别进一步明确其固废性质， 再根据固废性质确定规范的处置方
案；不合格品及边角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
处理。

（4）噪声处理措施
项目主要噪声源包括挤出机、铸片机、纵拉机、横拉机、分切机、收卷机

等设备。 公司通过合理平面布局，加强生产车间的门、窗的密闭性，建立绿

化带，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等措施，减少高噪声设备在夜间生产作业等措施
防治噪声污染。

8、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本项目按建设期 24 个月、生产期 10 年计算，项目完全达产后年总成

本费用为 88,364.30 万元， 年销售收入为 154,823.00 万元， 年利润总额为
64,851.00 万元， 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2.97%， 总投资收益率为
29.71%。 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5.03 年，回收期较短，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二）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通过无锡恩捷建设年产 5.2 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基膜项目

和年产 3 亿平方米锂电池涂覆膜项目，项目拟选用先进的进口隔膜制造生
产设备并配备高品质国产设备，选择先进的锂电池湿法工艺路线。 本项目
总投资额为 220,000.00 万元，项目投资内容主要包括 8 条锂电池隔膜基膜
生产线和 16 条锂电池涂布膜生产线。

2、项目选址
项目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联清路东、 胶山路南，项

目总用地面积 268,127.00 平方米。 公司已取得项目用地（不动产权证书编
号：苏（2018）无锡市不动产权第 0113189 号），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
业用地。

3、项目批准情况
项目已取得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环保局出具的《关于无锡恩捷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锡开安环复［2019］42 号）。

本项目已取得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环保局出具的《关于无锡恩捷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锡开安环复［2019］42 号）。

4、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各阶段工作的性质、数量进行工程实施的进度安排，预计项目建

设期为 21 个月。 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开工，预计于 2020 年 6 月建成。
本次项目总投资为 220,000.00 万元， 主要包括 ： 建筑工程费用

33,000.00 万元，设备购置费用 167,000.00 万元，项目前期费用 20,000.00 万
元。 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33,000.00

2 设备购置 167,000.00

3 项目前期费用 20,000.00
总投资 22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设备投资。 本项目拟采购的主要设备情况如
下：

序号 设备名称 产地 总价（万元 ）

1 隔膜制造设备 日本 55,200

2 萃取设备 日本 15,600

3 收卷分切机 日本 22,400

4 涂布机设备 日本 24,000

5 气体回收设备 韩国 9,200

6 定型延长设备 日本 14,000

7 缺陷检测仪 德国 1,440

8 其他配套国产设备 国产 25,160
合计 167,000

5、项目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供应
本项目生产所用主要原材料为聚乙烯，辅助材料为加工助剂、萃取剂

等，所涉及到的燃料及动力主要包括水、电、蒸汽等。 公司主要原材料将从
KPIC、日本三井化学等公司采购。 水、电、蒸汽等由园区管道及相关供应商
供给。

6、生产工艺及工艺流程
本项目生产工艺为锂电池隔膜湿法工艺， 与公司已有工艺具有一致

性。
7、环境保护情况
项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噪声，具体污染物

及环保措施如下：
（1）废水处理措施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食堂废水、涂布线清洗废水和喷淋

废水、设备车间清洗废水、回收系统解吸废水等。 项目实施“清污分流、雨
污分流”。涂布线清洗废水和喷淋废水经回收系统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生产，
剩余部分与废浆料经处理后的废水一并接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回收系统解吸废水经解吸废水处理装置处理；
设备车间清洗废水经清洁废水处理装置处理。

（2）废气处理措施
项目产生的废气均采取有效的废气收集和处理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 萃取工段、基膜生产线烘干工段、石蜡油回收精馏工段、储罐呼吸
产生的二氯甲烷，经尾气回收系统回收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涂布线
涂布、烘干工段产生废气经引风捕集、水喷淋及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
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导热油炉燃烧天然气产生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食堂产生油烟，经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
过 8m 高排气筒排放。

（3）噪声处理措施
项目主要噪声源包括挤出机、铸片机、纵拉机、横拉机、分切机、收卷

机、精馏装置、风机等设备。 公司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加强生产车间
的门、窗的密闭性，建立绿化带，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减少高噪声设备在夜
间生产作业等措施防治噪声污染。

（4）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废活性炭、废油、污泥等危险废物处置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合格品

及边角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厂内危
险废物的收集和贮存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的有关要求开展实施。

8、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本项目按建设期 21 个月、生产期 10 年计算，项目完全达产后年总成

本费用为 97,841.77 万元， 年销售收入为 177,904.00 万元， 年利润总额
78,161.00 万元， 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2.67%， 总投资收益率为
29.13%。 项目投资回收期 5.28 年，回收期较短，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最近 3 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已披露的中期报告；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五、资信评级报告
六、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投资者可在发行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三点至五

点，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1、发行人：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联系人：禹雪
联系电话：0877-8888661
传真：0877-8888677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刘纯钦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6029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7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4 号）、《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 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上证发〔2019〕4 号）的相关规定，现公司将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0
年 2 月 4� 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即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
量、比例公告如下：

2020 年 2 月 4 日前十名股东即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股本总数比例

（%）

1 阮水龙 389,653,992 11.98

2 阮伟祥 346,321,538 10.65

3 项志峰 107,411,249 3.30

4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0,000,070 2.15

5 国泰君安君得明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4,807,102 1.9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792,785 1.93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9,668,500 1.53

8 潘小成 40,275,216 1.24

9 阮兴祥 34,238,202 1.05

10 大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620,000 0.88
合 计 1,193,788,654 36.70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0-008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导致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3、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未能获得内

部权力机构或外部相关监管部门批准通过， 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用于员工持股的
风险，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
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
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
充规定》、《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 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关于支持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证
发〔2019〕4 号）的相关规定，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编制了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1、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2、根据《公司章程》的第二十六条的授权，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即可。
3、履行其他必要的审批、备案程序。
二、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 综合考虑公司经

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公司拟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拟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3.00 元 / 股，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 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
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五）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若按照本次

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3.00 元 / 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7,692.31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36%；若按照本次回购金
额下限人民币 5 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 13.00 元 / 股进行测算 ， 回购数量约为
3,846.15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1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缩股、配股
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六）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将

根据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如果
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
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申报；
5、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公

司将在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若按照本次

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3.00 元 / 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7,692.31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36%；若按照本次回购金
额下限人民币 5 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 13.00 元 / 股进行测算 ， 回购数量约为
3,846.15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1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1、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无需注销股份的情形，则回购完成
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预测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按 10 亿元回购后 按 5 亿元回购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76,923,100 2.36 38,461,500 1.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53,331,860 100.00 3,176,408,760 97.64 3,214,870,360 98.82

总股本 3,253,331,860 100.00 3,253,331,860 100.00 3,253,331,860 100.00

2、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未能获得内部权力机构或外部相关监管
部门批准通过， 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用于员工持股的， 则已回购股份全部予以注
销，则公司股本结构变化预测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按 10 亿元回购后 按 5 亿元回购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53,331,860 100.00 3,176,408,760 100.00 3,214,870,360 100.00

总股本 3,253,331,860 100.00 3,176,408,760 100.00 3,214,870,360 100.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和维持上
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 50,816,312,029.22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618,601,513.91 元，流动资产为 34,198,979,620.48 元。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人民币 10 亿元测算，分别占上述指标的 1.97%、4.23%、2.93%。且回购资金将在回购
期内逐次支付，并非一次性支付，公司认为人民币 10 亿元上限股份回购金额，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资金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
购价款。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同时，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有利于增
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
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符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
及回购股份的通知》、《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9〕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
投资价值， 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
可，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3、考虑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以及占公司资产规模的比重，且回购资金将在

回购期内逐次支付，并非一次性支付，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资金
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可行。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 回购股份方案具备必要性和可行
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

（十一）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
份的情形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入股份数量（股） 卖出股份数量（股）

1 姚建芳 董事、副总 、董秘 0 2,163,633

在董事会做出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
为。

（十二）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
未来 6 个月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上述人员作出明确回复：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
月，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 36 个

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目前不涉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

续经营。 若今后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将依照《公
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
为了配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在本次

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各种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 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

务。
2、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回购股

份的具体时间、价格、数量等；
3、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为回购股份的实施，可根据需要聘请第三方财

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4、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办理与

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5、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六）本次回购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
二、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回购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实质条件，并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批准程序及债权人通知程序；公司已经
按照《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
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以自有资金实施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2 月 4 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号）。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相关的债权人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 号）。

（三）回购专用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

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2349564
（四）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五）本次回购的不确定性风险
1、 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 导致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 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3、 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未能获得内

部权力机构或外部相关监管部门批准通过， 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用于员工持股的
风险，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
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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