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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深圳新星”）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

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

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述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9,500万元（含59,5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3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 20,000.00 20,000.00 

2 
年产10万吨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

炼剂项目 
23,327.51 20,000.00 

3 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000.00 1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9,500.00 9,500.00 

合计 62,827.51 59,500.00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在

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

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年产 3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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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内容 

①项目名称：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 

②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③项目选址：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新能源材料产业园内 

④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铝中间合金车间，辅助生产设施如实验室、机

修间以及公用设施如变配电站、天然气调压站等。 

（2）项目投资概算及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工程费用 16,044.57 

1.1 建筑工程费 8,124.57 

1.2 设备购置费 7,733.00 

1.3 安装工程费 187.00 

2 其他基本建设费用 777.86 

3 工程预备费 1,177.57 

4 流动资金 2,000.00 

5 项目总投资 20,000.00 

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经测算，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9.53%，经济效益良

好。 

（3）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偃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的《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2019-410381-32-03-055760），项目环评工

作正在有序开展过程中。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国家有关产业政策支持和鼓励，促进行业稳定持续发展 

铝中间合金已成为铝加工业，特别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尖端行业用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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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材料生产不可缺少的基础原料，它的性能与品质直接决定铝加工材和终端

应用产品的质量。 

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及规划，鼓励和支持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行业

使用高性能铝及铝合金材料。《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

随着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有色金属市场需求潜力

和发展空间依然较大；到“十三五”末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航

空铝材、电子材料、动力电池材料、高性能硬质合金等精深加工产品综合保障能

力超过 70%，要大力发展铝、镁、钛等高性能轻合金材料。《鼓励进口技术和产

品目录》（2016 年版）将“航空航天用高性能铝合金、钛合金制造技术”列为鼓

励引进的先进技术等。《“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要求推动新材

料产业提质增效，面向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力电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

需求，扩大高强轻合金、高性能纤维、特种合金等规模化应用范围。提高航空材

料和基础元器件自主制造水平，掌握铝锂合金、复合材料等加工制造核心技术。

《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强调要加快推进基础材料工业转型升级，以高强铝合金、

高强韧钛合金、镁合金等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以及其他类现金材料为重点，大力推

进材料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突破材料性能及成分控制、生产加工及应

用等工艺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高质量稳定性和服役寿命，提高先进基础

材料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将“交通运输、高端

制造及其他领域有色金属新材料”列为鼓励类，包括交通运输工具主承力结构用

的新型高强、高韧、耐蚀铝合金材料及大尺寸制品（航空用铝合金抗压强度不低

于 650MPa，高速列车用铝合金抗压强度不低于 500MPa）、高性能镁合金及其制

品。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战略

性新产业骨干企业，所研发和生产的高端铝中间合金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

等领域铝加工材制造，属于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支持鼓励发展项目。 

（2）顺应我国铝材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发展要求，下游市场广阔 

为满足我国新一代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

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发展需求，《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提出需大力发展高性能轻合金材料、有色金属电子材料等，以提高

中高端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在铝合金材料方面，需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用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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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薄板、新型高强高韧铝合金厚板、挤压材和锻件、三代铝锂合金板材和挤

压型材、水陆交通运输用高耐蚀铝合金板材、高强可焊大型复杂截面铝合金型材、

高性能铝合金汽车面板等。因此，随着国内铝材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和铝加工相关

产业发展，下游市场对铝加工材的品种、规格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铝中间合

金作为高端铝材生产重要原材料，对其总量及品质需求亦随之持续增长。目前，

我国铝中间合金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内中间合金企业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中低端产品生产且规模总体偏小。因而，

本项目建设实施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铝钛、铝硼）符合我国铝材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需求，下游市场广阔。 

（3）丰富和完善产品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铝晶粒细化剂，铝晶粒细化剂作为重要添加剂，广泛

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军工、航海、建筑、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等各种领

域用的铝材制造加工。通过添加细化铝坯锭结晶颗粒，可以确保加工成型后的铝

材具有良好的塑性、强度和韧性。 

本项目生产的铝中间合金，与铝晶粒细化剂均属于铝加工产业中的重要添加

剂，主要包括铝钛及铝硼合金等产品。其中，铝钛合金主要应用于铝合金铸件生

产制造过程中，可提升产品铸造性能从而制成形状复杂的零件，包括制造梁、燃

气轮叶片、泵体、汽车气缸盖、变速箱、仪器仪表壳体等；同时，因其可提高铝

合金力学性能、加工性能等技术指标，近年来大量应用于汽车轮胎生产等领域；

铝硼合金主要应用于导电用铝及铝合金生产制造过程中，可增强产品导电性能及

强度，随着电力工业高度稳定发展，电线电缆行业对铝线材需求快速增长，从而

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亦相应增加，对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近年来通信

领域电缆市场“以铝节铜”趋势逐渐凸显，移动网用射频铜电缆逐步被铝电缆替

代。综上所述，本项目产品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市场前景广阔。 

本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将增加中间合金产品产能，可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

结构，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公司产能布局更加合理完善。 

（4）关键装备制造水平国际领先，为项目实施提供良好条件 

铝钛和铝硼中间合金质量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1）晶核（AlB3 或

AlTi10）大小；（2）晶核（AlB3 或 AlTi10）活性；（3）合金内含渣（Al2O3）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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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晶核大小主要取决于关键设备电磁感应炉的尺寸控制和形核能力的控制技

术；晶核活性的主要技术参数晶核扩散速度（能力）指标取决于对铝钛、铝硼合

金实施变形的轧机或挤压机的性能和制造技术；合金内含渣量则依赖于合金化过

程中的熔渣分离技术。 

公司是目前行业内唯一一家能自主设计研发和完整独立加工制作关键生产

设备——电磁感应电炉和大型连轧机的企业。2009 年，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电

磁感应炉生产装备性能的突破，使公司相关产品质量跃居国际领先地位。2010

年，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大型连铸连轧机生产装备的性能突破，使公司相关产品

产量跃居全球第一。因此，公司所拥有自主研发的铝中间合金核心生产装备的硬

件优势，为本项目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 

（二）年产 10万吨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项目 

1、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内容 

①项目名称：年产 10 万吨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项目 

②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③项目选址：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新能源材料产业园内 

④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车间，实验室，

公用设施包括配电站、天然气调压站等，仓储设施包括原材料库及综合仓库等 

（2）项目投资概算及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工程费用 19,485.37 

1.1 建筑工程费 11,109.07 

1.2 设备购置费 8,188.30 

1.3 安装工程费 188.00 

2 其他基本建设费用 826.54 

3 工程预备费 1,015.60 

4 流动资金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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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总投资 23,327.51 

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经测算，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39.83%，经济效益良

好。 

（3）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本项目的备案和环评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过程

中。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产品较传统精炼剂更具优势，可充分满足下游市场需求 

铝合金是工业应用较为广泛的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在航空航天、汽车、轨道

交通、船舶等领域中均有应用。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及转型升级要求，对铝合金品

质要求也日益提高。除要求保证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和尺寸精度外，铝合金铸件

亦不能有气孔、夹渣等铸造缺陷。但铝合金在生产过程中，溶液内氢原子会自发

形成氢气，氢气和夹杂物在铝合金溶液凝固过程中会形成气泡，且该气泡一旦产

生就始终存在产品中，从而无法生产出高质量铝合金产品。因此，滤液精炼处理

是保证高质量铝合金产品的措施之一，是避免产生气孔和夹杂物的有效办法。传

统铝合金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精炼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铝合金成品的导电性、

导热性及耐腐蚀性，所生产的铝合金铸件气孔度相对偏高，氧化杂物比例亦较高。

本项目所生产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相较于传统精炼剂，具有较多优点：

首先，作为白色粉末状或颗粒状熔剂，将其加入铝及铝合金熔体中，通过物理的、

化学的或物理化学的相互作用，可以从熔体中充分除去氢、金属杂质、氧化物及

其它氧化物夹杂等，达到有效净化铝熔融体的效果；其次，具有良好清渣性，可

广泛适用于铝及铝合金铸件的冶炼、精炼处理；此外，在实际使用时更环保卫生，

无明显烟、味、尘现象发生，操作简便，不会对熔炼容器、设备等产生腐蚀影响。 

随着铝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铝材产量整体呈增长态势。同时，随着航

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行业对铝材品质性能的要求日益提高，对于更优良精炼剂的

需求亦持续增长。因此，本项目所生产的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所具备优

势，可充分满足下游市场对更高品质高性能铝材的市场需求。 

（2）向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产品延伸，逐步实现细分领域内多产

品线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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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业内唯一一家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铝晶粒细化剂专业制造商，公司凭借

着领先的制造技术、先进装备和产业链资源优势，所生产出的高品质铝晶粒细化

剂深受下游企业认可，销售市场占有率持续增加。公司目前主营产品铝晶粒细化

剂主要系对铝合金进行晶粒细化，而本项目所生产颗粒精炼剂主要系对铝合金进

行除杂清渣，两者均为高端铝合金加工过程中重要添加剂。因此本项目顺利实施

后，公司将在巩固和保持铝晶粒细化剂产品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外，逐渐向包括

本项目所生产产品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进行延伸，有效拓展公司业务范

围，丰富公司产品结构，为公司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3）已有原材料、客户资源等方面优势，为项目顺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氯化钾及氯化镁。在公

司主营产品铝晶粒细化剂的日常生产过程中，也需采购氯化钾、氯化镁，公司已

与相关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从而能够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品质及持续稳定

性。同时，公司在研发、生产技术等方面已取得实质进展，能够为产品稳定高效

生产提供保障。 

凭借着突出的技术优势和规模化供货能力，公司已与国内主要的铝加工厂商

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拥有核心稳定的客户群体，持续维持较高市场占有率。

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同属铝加工过程中的添加材料，其下游客户与公司

现有客户群体基本一致，因此，公司已建立的销售渠道为未来产品的销售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三）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内容 

①项目名称：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②实施主体：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③项目选址：深圳市光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④建设内容：研发大楼设计、施工和装修，设备和仪器采购、安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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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围墙及厂区管网、道路绿化等 

（2）项目投资概算及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工程费用 7,855.00 

1.1 建筑工程费 6,634.00 

1.2 设备购置费 1,185.00 

1.3 安装工程费 36.00 

2 其他基本建设费用 256.00 

3 工程预备费 942.00 

4 流动资金 947.00 

5 项目总投资 10,000.00 

项目建设期为 2 年。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

提高整体研发实力，在高端铝晶粒细化剂、铝中间合金、节能新材料、石油催化

剂载体材料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 

（3）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深圳市光明区发展和改革局出

具的《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备案证》（深光明发改备案[2019]0206 号），环评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过程中。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现有研发条件已无法满足公司研发任务要求 

目前，公司研发主要分为材料研发和机电设备研发，其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现有材料研发主要利用公司生产用的分析测试中心场地，不仅面积狭窄，

且与生产产品性能测试、行政办公及销售接待等业务交叉。目前随着公司铝钛硼

（碳）产能扩大，测试任务、经营业务工作量相应增加，因此现有分析中心场地

仅能满足公司产品、原材料等检测分析，无法再继续用于材料研发。 

公司现有机电设备研发主要利用公司机电大楼内部分空间，但目前公司机电

大楼内机械加工设备布置已趋于饱和，导致中试生产线有时需挤占生产车间位置。

随着公司子公司新项目的相继投产，新增专利生产设备的制造均需占用此机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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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场地，导致现有空间已无法充分满足机电设备研发需求。 

因此，公司现有研发场地严重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公司现有材料及机电设备

研发的场地需求。 

（2）未来持续增加的研发项目亦需要公司建立工程研发中心以提供良好的

科研环境 

公司在轻合金材料和节能新材料领域具备丰富的研究开发经验，并拥有一支

高素质的研发创新团队。随着公司产品生产线不断丰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研

发领域拓展和研发任务也在不断增加。公司现有的研发条件与不断增加的研发创

新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关系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研发场地分散、面积有限，对公

司的研发创新活动造成了一定限制。因此，公司具有改善研发条件的现实需求和

必要性，包括扩大研发场地，增添先进设备，引进高技术专业人才等。该项目实

施建成后，公司将建立一个资源配置完善、功能齐全、国际领先的研发中心，从

而不断提高公司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 

（3）发挥公司研发优势，推动相关行业发展 

目前，我国铝合金行业正处于由低端向高端转型的关键阶段，铝电解领域也

在不断探索节能降耗的目标，石油催化剂载体仍然依赖于国外进口，相关行业有

谋求高质、环保、自主生产等发展需求。公司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通过新建研

发中心、增添先进设备并引进高技术专业人才，将充分发挥公司在技术、产业、

资金、人才等方面优势，以高端铝晶粒细化剂、铝中间合金生产工艺及装备、节

能新材料氟铝酸钾应用研究、石油催化剂载体材料生产工艺及装备技术为重点研

究对象进行项目研发。高端铝晶粒细化剂方面，主要是高端铝晶粒细化剂工艺、

装备技术的研究与提升；铝中间合金方面，主要是负责铝钛、铝硼、铝锆、铝钒

等中间合金工艺、装备的研究与成果转化；节能新材料方面，主要是节能新材料

氟铝酸钾的应用研究；石油催化剂载体材料方面，主要是研究高纯氧化铝，研究

利用电子级氢氟酸副产物—硫酸钾和硫酸铝钾固体混合物，研究γ -Al2O3 工艺

配方、制备技术、生产工艺，制备得到石油催化剂载体材料。通过工程研发中心

的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不仅能为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将产生较大社会

效益。 

（4）优秀的核心技术团队、已有先进装备水平为项目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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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均具有数十年轻合金材料装备及工艺研发经验，具备

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储备及实操经历，参与了国家、省市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

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工作，并取得包括技术发明、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类等各类

别奖项等。优秀的核心技术团队为公司不断改进原有技术、提升技术转化能力、

研发新节能产品创造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公司已购置较为完备的分析测试

设备和仪器、机电加工设备等，其中 X 衍射仪、X 荧光分析仪等离子发射光谱

仪精密仪器设备均为进口先进设备，为公司后续研发提供了良好的设施基础。 

（四）补充流动资金 

1、基本情况 

除上述项目外，公司拟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 9,5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凭借着行业领先技术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多年来持续占据国内铝晶粒

细化剂市场较大份额，客户群体涵盖国内主要铝材生产厂商。近年来，公司销售

规模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分别为 79,399.52 万元、100,918.35

万元、109,996.01 万元及 77,724.68 万元。公司在巩固并扩大已有产品销售规模

的基础上，持续进行轻合金材料、节能新材料等产品及先进设备研发和技术创新，

以确保公司在稳固现有市场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主动积极研发细分领域内其他产

品及优化核心关键设备等方式，实现公司细分领域内多产品线发展的战略布局。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稳步扩大，业务范围及产品类型增加，为稳步实现公司战

略目标，公司需在经营过程中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及财力，业务发展需要大量流

动资金支持。因此，为满足公司未来经营规模持续增长所需营运资金需求，本次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进一步优

化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并进一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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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发展战略

布局，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 万吨

铝中间合金项目、年产 10 万吨铝晶粒细化冶炼用颗粒精炼剂项目及工程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将有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进一步

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有效改善公司研发条件，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科研实力

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为

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可转债转股前，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利

息偿付风险较小，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有

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此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公司的经营规模

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时，本次发行可转债将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优化公司资本结

构，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