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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5-005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4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 A 股股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22,4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现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目前为国内专业的第三方石化物流服务提供商。根据公司发

展规划，公司制定了“未来将继续立足于石化仓储物流行业，不断拓

展公司业务区域，延伸产业链条，逐步实现公司业务多样化”的战略

目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主要为维护公司现有业务和满足公司发展战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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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近年来，公司通过持续开展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及固定资产投资

等方式，实现整体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资产总额由 2011 年末的

98,665.66 万元增长至 2014 年 9 月末的 111,468.91 万元，增幅

12.98%。公司罐容总量由 2011 年初的 68.40 万 M
3
增加至 2014 年 9

月末的 88.90 万 M³。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及扬州库区一期

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金腾兴仓储项目等投产运营，公司营运

资金需求将不断增加。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将有效满足公

司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新增营运资金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

实力。 

（二）增强公司未来投融资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

和持续融资能力将得以提高，财务状况亦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

利于公司未来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获取更低成本的资金。公司未来计划

在不断扩大主营业务外，力争在战略布点及产业链上下游方面拓展，

向大物流行业发展，实现公司业务多领域的快速发展。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应对外部政策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并

提升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三）有利于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 

本次发行对象对其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体现了其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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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支持态度，表明其看好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系为了满

足公司未来三年新增产能和新增业务的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为石化物流服务提供商，其主要通过库区储罐、码头及其配

套设施为客户提供仓储和装卸业务，经营过程中无需原材料，日常采

购环节主要为价值不高的零星物资，因此在资产结构中体现出期末存

货余额及应付款项（扣除应付工程款后）金额较小。此外，为维持储

罐、码头的持续对外服务能力，公司需进行安全检测和日常维护。 

因此，基于仓储服务企业的上述特征，公司日常流动资金需求主

要为：（1）应收款项形成的资金占用；（2）库区设备检测、库区日

常维护支出等。 

随着公司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金腾兴仓储

项目、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未完项目及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二阶段

项目的逐步投产运营，公司应收款项将占用一定的资金。另外，为保

证新增产能的正常运营，公司将面临检测和日常维护支出。因此，随

着上述新增产能的逐步投入运营，公司将面临较大的流动资金需求。 

此外，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拟计划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开展

LNG 加气站等项目，LNG 业务投入将需新增购气采购款、应收账款等

流动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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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依据 

根据公司未来三年（2015 年～2017 年）的发展规划以及现有业

务的经营状况，公司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总额为 22,894.06 万元，

其中新增仓储产能流动资金需求为 14,065.06万元；新增 LNG 业务流

动资金需求为 8,829.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流动资金需求 

1 新增仓储产能流动资金 14,065.06 

2 新增 LNG 业务流动资金 8,829.00 

合  计 22,894.06 

在公司各项经营要素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公司未来三年流

动资金测算依据如下： 

（一）新增仓储产能流动资金需求 

根据公司项目进展情况和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未来三年公司新

增产能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罐容 进展情况 

1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

工程（Ⅱ阶段）项目 

5.5 万 M³，其中：球罐 2.2 万

M³，常压罐 3.3万 M³。 

已建设完毕，2015 年 1月 27 日

开始试生产，预计 2016年基本

达产。 

2 金腾兴仓储项目 

1.87 万 M
2
有包装危化品仓库

（约 8 万个货位）、1.08万 M³

液体危化品储罐。 

已开始建设，预计 2015年下半

年完工投入运营，2017 年基本

达产。 

3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

工程未完项目 
8.0 万 M³液体储罐 

计划建设，预计 2016 年下半年

投入运营，2017 年达产 90%。 

4 
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二

阶段项目 

10.9 万 M³，其中：球罐 1.5 万

M³，常压罐 9.4万 M³。 

计划建设，预计 2016 年年底投

入运营，2017 年达产 80%。 

根据上述新增产能数据，并结合当前及未来市场价格水平，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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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新增产能所实现的营业收入进行预测。2015 年度～2017 年度，各

新增产能项目实现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1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 2,263.80  3,234.00  3,234.00  

2 金腾兴仓储项目 2,724.96  12,262.32  13,624.80  

3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未完项目 -    507.73  2,284.80  

4 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二阶段项目 -    540.33  4,322.64  

合  计 4,988.76  16,544.38  23,466.24  

注 1：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已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开始试生产，预

计 2016 年基本达产，2015 年度～2017 年度该项目营业收入分别按照达产后的 70%、100%、

100%进行测算； 

注 2：金腾兴仓储项目预计 2015 年下半年完工，并于 2017 年基本达产，2015年度～2017

年度该项目营业收入分别按照达产后的 20%、90%、100%进行测算； 

注 3：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未完项目预计 2016 年下半年完工，2015 年度～2017 年

度该项目营业收入分别按照达产后的 0%、20%、90%进行测算； 

注 4：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二阶段项目预计 2016 年底完工，2015 年度～2017 年度该项目

营业收入分别按照达产后的 0%、10%、80%进行测算。 

随着上述新增产能的逐步投入运营，公司业务将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由于公司仓储业务特性，其流动资金需

求主要为应收款项和检测、日常维护等运营支出，而与采购相关的应

付款项支出较小。上述新增产能所需流动资金主要包括： 

1、新增产能形成的应收款项占用 

未来三年，随着仓储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仓储业

务的销售力度，导致公司应收款项仍将占用一定资金。2014 年度，

公司应收款项（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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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假设未来三年公司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0%，应收款

项所占用的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款项占用 

1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

阶段）项目 
679.14  970.20  970.20  970.20  

2 金腾兴仓储项目 817.49  3,678.70  4,087.44  4,087.44  

3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未完

项目 
-    152.32  685.44  685.44  

4 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二阶段项目 -    162.10  1,296.79  1,296.79  

合  计 1,496.63  4,963.32  7,039.87  7,039.87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 2015 年度～2017 年度因新增产能营业收入

增加所形成的应收款项占用流动资金需求为 7,039.87 万元。 

2、仓储业务所需其他运营支出 

公司仓储业务的正常运营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库区设施的日常维

护管理。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并对库区仓储石化产品数量和质量进行有

效控制，公司应对库区进行检测和日常维护。根据公司未来三年新增

产能情况，公司在检测、日常维护等方面的运营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检测费 维护费 合计 

1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 836.00  514.01  1,350.01  

2 金腾兴仓储项目 374.00  533.30  907.30  

3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未完项目 468.00  422.24  890.24  

4 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二阶段项目 683.00  436.03  1,119.03  

合  计 2,361.00  1,905.58  4,266.58  

注：检测费用主要为压力测试、防雷、防爆、罐容标定、安全、环保、质量等检测，为

一次性支出；维护费为一年日常支出，每年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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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公司 2015 年度～2017 年度为保证新增产能正常

运营及安全生产，其检测、日常维护等方面流动资金需求为 4,266.58

万元。 

3、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资金缺口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为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该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 11,501.00 万

元。由于该项目实施地点和建设罐型发生变更，根据公司现有投资支

出及未来预计支出，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该项目投

资总额增加至 14,714.00 万元，资金缺口 3,213.00 万元。扣除募集

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 2,758.61 万元用于支付

剩余待支付款项。该项目的流动资金需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缺口 流动资金需求 

1 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 3,213.00 2,758.61 

合  计 3,213.00 2,758.61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扬州库区一期续扩建工程（Ⅱ阶段）项目流

动资金需求为 2,758.61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新增仓储产能流动资金总需求为 14,065.06 万

元。 

（二）新增 LNG 业务流动资金 

公司正与有关方就 LNG 业务具体合作方式、投资额度、投资领域

等情况进行沟通协商中。公司拟于 2015 年投资 2 座加气站，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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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投资 4 座加气站，2017 年共投资 6 座加气站。该项 LNG 业务投产

运营需补充流动资金 8,829.00 万元，主要为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

存货等资金占用，LNG 采购属于卖方市场，不存在占用供应商的应付

账款。 

2015 年度～2017 年度，LNG 业务流动资金总需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新增资金占用 

1 应收账款 1,431.00  2,862.00  4,293.00  4,293.00  

2 预付账款 1,296.00  2,592.00  3,888.00  3,888.00  

3 存货 216.00  405.00  648.00  648.00  

合  计 2,943.00  5,859.00  8,829.00  8,829.00  

注：应收账款主要为企业客户的月结；LNG 采购属于卖方市场，为降低采购成本，一般

为预付 30 日购气款，为预付账款，因此无应付款项；同时每个加气站备有 5 日所需用气。 

根据上述测算，公司新增 LNG 业务投产运营需补充流动资金

8,829.00 万元。 

四、综述 

综上，由于仓储企业的经营特点，公司未来三年新增产能营业收

入增长的同时，对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亦不断加大，未来三年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总额为 22,894.06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为 22,4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是促进公司健康发

展、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的必要举措，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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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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