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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仙鹤股份”）为进一步提升核心

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增强盈利能力，拟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资金。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205,000

万元（含20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 占比 

1 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141,069 120,000 58.54% 

2 
年产 3 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

包装纸项目 
16,701 12,500 6.10% 

3 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 16,681 12,500 6.10% 

4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 60,000 29.27% 

合计 234,451 205,000 1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果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发展战略及资本市

场情况，对部分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的，对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全额置换。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30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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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浙江鹤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设计年产量30万吨食品卡纸生产线，并配套建设年产

10万吨的生物机械竹纤维生产车间，淋膜车间及仓库等。 

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投产后第一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 

80%，第二年及以后年度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 100%。 

2、项目实施背景 

近年来卡纸需求稳健增长，主要用于高档产品的包装,如药盒、香烟盒、化

妆品盒等等。过去5年行业需求复合增长率达到6%，2019年国内需求在2018年基

础上有明显的恢复性增长，总需求达到802万吨,同比增长14%。2020年新冠疫情

有短期影响，预计全年原有领域仍能维持2%增长。 

此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要求，到2025年底，全国多数范围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减少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30%。按照25%的餐盒渗透比例，对应卡纸新增

需求187万吨；按照3%的塑料袋渗透比例,对应白卡纸新增需求61万吨。 

纸杯纸在美国、德国、韩国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被广泛推广和使

用。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变快及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我国人们的消费方式

越来越转向快速消费，这也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速食餐饮”越来越成为城

市上班一族主要的餐饮模式，国内各种快餐业和饮料供应商如：麦当劳、肯德基、

可口可乐及各种方便面厂家等全部使用纸质餐饮容器；会议、办公接待、商业性

接待也大部分使用纸杯提供水饮、茶饮。由此也不断催生国内市场对于纸质餐饮

容器的需求。 

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市场空间需求和发展情况，也是公司扩大市场份额，

丰富企业品种、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力举措。 

3、项目投资总额及经济效益情况 

（1）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141,069万元，其中建筑工程及其他费用125,951万元，预

备费5,41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9,702万元。项目建设期为2年，具体投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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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是否为资本性

支出 

建筑工程及其他费用 125,951 89.28% 120,000 是 

预备费 5,416 3.84% - 否 

铺底流动资金 9,702 6.88% - 否 

合计 141,069 100.00% 120,000 / 

（2）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根据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生产期内平均销售收入175,335万元，

平均利润总额31,326万元，若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按25%税率缴纳，则生产期内平

均净利润23,495万元。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7.17年（含建设期），

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16.58%。项目顺利实施将给公司带来良好收益，具备

经济可行性。 

4、项目实施相关的报批情况 

本 项 目 已 在 常 山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完 成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

2020-330822-22-03-166574）。 

本项目环评、能评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5、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选址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公司已取得该项目土地

的部分地块土地使用权（浙（2020）常山县不动产权第0019843号），其余地块产

权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二）年产 3 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3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项目 

建设单位：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设计年产量3万吨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生产

线，并配套建设打浆抄纸车间、完成车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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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1年，投产后第一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80%，

第二年以后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100% 

2、项目实施背景 

本项目涉及的高档纸基新材料以热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为主。 

（1）热升华转印原纸 

热升华转印原纸作为一种装饰材料，近年来得到较快的发展。热升华转印纸

最初主要从韩国、荷兰、瑞士、美国等地进口，价格较为昂贵。随着热升华转印

纸的国产化，价格有所降低，但需求量正迅速扩大。热升华转印是将具有热升华

特性的墨水按设计好的图案预先印刷在热升华转印纸上，然后将印有图案的纸面

与承印物接触，在一定的温度、压力下进行热转印，油墨在高温作用下升华，渗

透到承印物上，冷却后固着，形成色彩鲜艳的图案。热转印具有设备投资少、印

刷效果突出、无印染废水污染、节约资源、灵活度高的特点。 

目前，热转移印花工艺在我国已被列入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

随着对印染行业的管控力度加大，个性化印花的需求不断增长，热转移印花纸也

将呈现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2）食品包装纸 

纸包装具有原材料资源丰富、成本低、产品易回收、易降解、无污染；从环

保再生循环利用的角度来看，纸包装是性价比最合适的替代材料，也是符合国家

绿色发展的要求，因此绿色纸包装将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食品包装纸覆盖卡纸、

牛皮纸、液体包装纸、纸杯纸、格拉辛纸、羊皮纸、玻璃纸、防油纸、烘焙纸等

多个品种。随着“限塑令”最后期限的越来越近，市场对纸基材料中的食品纸的

需求也急速放大，尤其是轻型食品包装纸有着更大的市场潜力。 

我国的食品包装纸发展起步较晚，最早是随着1987年肯德基在国内开设快餐

店引进，最初几乎依赖进口，近10年内迅速发展，品种不断细分，性能不断提升。

据立木信息咨询发布的《中国食品包装纸市场调研与投资战略报告（2019版）》

显示，目前国内食品包装特种纸产量约为120.6万吨，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

其中，非容器类食品包装纸（含淋膜纸、防油纸等）29.3万吨，容器类包装纸（纸

杯、纸碗等）为25.6万吨，液体包装纸（牛奶盒用纸等）约为65.7万吨，其中容

器类、液体包装类高克重食品包装纸由于大型企业的规模效应，市场份额趋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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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轻型食品包装纸产品灵活多样，在开发替代塑料产品方面，市场潜力巨大，

据统计，目前国内可生产轻型食品包装纸的特种纸企业较多，可直接转产的产能

超过30万吨，2020年预计新增产能5万吨左右。据统计2019年全国食品包装纸产

量20万吨左右，同比2018年增长8.6%，属于市场增长较快的纸种。随着2020年限

塑令下达，食品包装纸的需求量也急速放大。 

3、项目投资总额及经济效益情况 

（1）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16,701万元，其中建设工程及其他费用15,109万元，预备

费75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837万元。项目建设期为1年，具体投资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是否为资本性

支出 

建筑工程及其他费用 15,109 90.47% 12,500 是 

预备费 756 4.52% - 否 

铺底流动资金 837 5.01% - 否 

合计 16,701 100.00% 12,500 / 

（2）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根据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生产期内平均销售收入28,525万元，

平均利润总额3,300万元，若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按25%税率缴纳，则生产期内平均

净利润2,475万元。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6.57年（含建设期），内

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16.81%。项目顺利实施将给公司带来良好收益，具备经

济可行性。 

4、项目实施相关的报批情况 

本 项 目 已 在 常 山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完 成 项 目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

2017-330822-22-03-062782-000）。 

本项目环评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本项目已取得衢经信资源[2015]245号能评批复。 

5、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选址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项目实施主体已经取得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7 

 

取得相关用地不动产权证书：（浙（2019）常山县不动产权第0004518号）。 

（三）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100亿根纸吸管项目 

建设单位：拟新设全资子公司 

建设地点：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设计年产量100亿根纸吸管生产线及其配套车间、仓

库等。 

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1年，投产后第一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80%，

第二年以后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能力的100%。 

2、项目实施背景 

近几年，食品服务包装行业迅速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越来越

多被随意丢弃的塑料吸管及其类似产品开始给环境造成负担，而纸吸管因其可回

收性逐步显现出优势。纸吸管是一种环保吸管，使用几个月后便可降解消失在土

壤中。 

全球纸吸管市场从地理上可分为北美、包括日本的亚太地区、拉丁美洲、东

欧、西欧、中东和北非。2018年3月，英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出台“限塑令”，以减

少塑料带来的污染。随后，其它一些发展或发达国家，例如印度、南非、泰国和

哥斯达黎加等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限制塑料吸管的使用，提倡纸吸管的重要性。

2020年1月19日，我国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2020

年底前，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一次性塑料棉签与吸管。 

限塑浪潮首次在国内知名品牌西餐厅兴起，麦当劳中国宣布2020年6月30日

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近千家餐厅将率先停用塑料吸管，据了解，目前中

国内地有超过3500家麦当劳餐厅，其塑料吸管的年均使用量约400吨。而作为全

球最大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在2018年就宣布，今年在全球范围全面停止使用塑

料吸管，此前星巴克在中国地区的塑料吸管年均使用量为200吨左右，随着限塑

令的逐步推进，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各式奶茶店、咖啡店也将实现纸吸管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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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纸吸管市场未来将很有可能呈现爆发式增长。 

3、项目投资总额及经济效益情况 

（1）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16,681万元，其中建设工程及其他费用14,609万元，预备

费73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342万元。项目建设期为1年，具体投资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是否为资本性

支出 

建筑工程费用及其他 14,609 87.58% 12,500 是 

预备费 730 4.38% - 否 

铺底流动资金 1,342 8.05% - 否 

合计 16,681 100.00% 12,500 / 

（2）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根据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生产期内平均销售收入22,331万元，

平均利润总额4,713万元，若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按25%税率缴纳，则生产期内平均

净利润3,535万元。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6.21年（含建设期），内

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19.55%。项目顺利实施将给公司带来良好收益，具备经

济可行性。 

4、项目实施相关的报批情况 

本项目备案、环评及能评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5、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选址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新区（工业园区），项目建设用地的产权手

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四）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了行业现状、财务状况、经营规模、市场融资环境以及未来战

略规划等自身及外部条件，为满足经营规模和主营业务增长的需要、增强资金实

力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的6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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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占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29.27%。 

2、项目实施背景 

（1）优化资本结构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36.63%，高于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平均值，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别为1.63、1.08，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平均值。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主要偿债指标对比如下： 

项目 证券简称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负债率

（合并） 

凯恩股份 30.76% 23.81% 28.25% 27.00% 

齐峰新材 28.90% 19.78% 22.56% 23.40% 

民丰特纸 37.73% 40.27% 40.99% 42.01% 

恒丰纸业 28.22% 25.12% 22.02% 22.88% 

冠豪高新 26.71% 32.36% 33.75% 33.67% 

平均值 30.46% 28.27% 29.51% 29.79% 

仙鹤股份 36.63% 47.89% 41.51% 51.64% 

流动比率 

凯恩股份 2.48 2.82 2.13 2.34 

齐峰新材 2.50 3.49 2.93 2.77 

民丰特纸 1.23 1.10 1.01 1.22 

恒丰纸业 2.26 2.40 2.38 2.35 

冠豪高新 1.39 1.15 1.03 0.89 

平均值 1.98 2.19 1.90 1.91 

仙鹤股份 1.63 1.71 1.24 0.83 

速动比率 

凯恩股份 1.88 2.14 1.53 1.72 

齐峰新材 2.20 3.01 2.39 2.30 

民丰特纸 0.77 0.67 0.62 0.79 

恒丰纸业 1.55 1.61 1.55 1.87 

冠豪高新 0.99 0.83 0.70 0.57 

平均值 1.48 1.65 1.36 1.45 

仙鹤股份 1.08 1.27 0.76 0.53 

注1：数据来源：Wind资讯，其中2020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注2：资产负债率（合并）=合并总负债/合并总资产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其中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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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通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资本

结构将得到有效的改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同时，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偿债能力得到提高，且随着未来可转债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将逐步降低。从而减少财务风险和经营压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

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2）增强资金实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和主营业务增长的需要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304,708.18万元、409,776.86万元和457,703.68万元，2018年

度、2019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4.48%、11.70%。随着公司经营规

模的不断扩大，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也相应增加，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保障公司

具备充足的资金以满足核心业务增长与业务战略布局所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同

时提高公司的综合经营实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面临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市场竞争风险、技术更新换代风险等各项风险

因素。当风险因素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时，维持一定的流动资金水平可

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当市场环境较为有利时，维持一定的流动资金

水平有助于公司抢占市场先机，避免因资金短缺而失去发展机会。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本次募集资金将投向于公司主业，有利于公司实现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

和发展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

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本次可转债

发行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主要体现在： 

1、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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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债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资本结构优化，公司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财务风

险降低。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用于年产30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3万吨热

升华转印原纸、食品包装纸及年产100亿根纸吸管项目等，募投项目预计经济效

益良好。通过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将得到有效增强，公司的

主营业务收入将大幅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3、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将使公司现金流入量大幅增加；在资金开始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也将大幅提升；项目完工后，投资

项目带来的现金流量逐年体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显著提升。本次

发行能有效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降低公司的融资风险与成本。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是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增强盈利能

力的重要举措。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具

有良好的可行性。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得以有效实施，主

营业务将得到有效深化，行业优势进一步加强，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必要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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