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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项目业主昌都高争按照《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制定昌都高争项目产能置换

方案， 报项目建设地省级主管部门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

2018年4月4日对昌都高争报送的《产能置换指标需求信息登记表》予以确认，意见为“对上述建

设项目拟建主体设备的真实性、产能的合理性负责” ；

Ⅳ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18年4月8日在其门户网站发布 《关于乌兰察布中联水泥

有限公司拟淘汰水泥熟料产能转入西藏昌都高争二期项目的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4月8日至

2018年4月12日；

Ⅴ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18年4月19日发布《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水泥熟料产能指标转入的公告》，将乌兰中联拟淘汰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转入西藏昌都高争二

期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有关产能指标转入资料情况予以公告。

根据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的《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已完成产能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按照产能置换流程，内蒙古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对项目产能置换情况进行了公示、

公告，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异议。

综上，本次用于昌都高争项目置换的产能，为2018年1月1日以后在内蒙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门户网上公告关停退出的产能。 本次产能置换有利于推动西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

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产能指标由转出地内蒙古自治区和转入地西藏自治区主管部门分别核实确

认，并在各自门户网上公告。昌都高争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由项目业主昌都高争按照《水泥玻璃行

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制定，报项目建设地省级主管部门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西藏自治

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对《产能置换指标需求信息登记表》予以确认，并在部门门户网上公示无异议

后予以公告，符合《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相关规定。

④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已经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批复并经自治区发改委备案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已于2018年4月23日下发《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已完成产能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认为昌都高争与中联水泥按照相关政策

精神达成产能置换协议， 将中联水泥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置换至西藏昌都高争二期

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按照产能置换工作流程， 内蒙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对项目产能置换情况进行了公示、公告，期间均未

收到任何异议” ；自治区发改委于2018年4月25日下发“[2018年度]藏发改产业备01号”《投资项

目备案表》，认为“根据藏工信函〔2018〕153号，已完成产能置换，项目具备备案条件，符合产业

政策要求” ，同意对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予以备案。

综上，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产能指标与中联水泥拟淘汰

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已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确认，属于等量置换，未新增国内总熟料、水

泥产能，有利于承接内地过剩产能、推动自治区水泥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且该项目已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产能置换程序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3〕4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

（工信部原[2017]337号）及《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等等国家政策的精神和规定要

求。

（2）新增产能2,000t/d和置换产能60万吨水泥熟料的具体情况，产能置换量是否符合规定、相

关公示是否规范到位

1）新增产能2,000t/d和置换产能60万吨水泥熟料的具体情况

根据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已公示的《产能置换指标需求信息登记表》等公示材料及

自治区发改委下发的《投资项目备案表》，本次昌都高争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

期）项目建设主体为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昌都市卡若区特贡村经济技术开

发区（水泥厂），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建设一条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年产水泥熟

料为60万吨。

本次昌都高争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拟置换产能为中联水泥拟淘汰

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于2002年6月14日出具《关于内蒙古乌兰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日产2000吨水泥熟料扩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内经贸投资发〔2002〕437

号），同意内蒙古乌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联水泥曾用名）利用现有设施建设一条日产2000吨

熟料生产线，年产熟料60万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已公示的《乌兰察布中联

水泥有限公司产能出让项目情况表》，该部分产能主体设备（生产线）所在具体位置为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红格尔图乡，核定产能为60万吨。

2）产能置换量符合规定

①昌都高争本次新增的水泥熟料产能指标为2,000t/d，对应年产能为60万吨

根据《实施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用于置换的产能指标，依据项目备案或核准文件上的设

计产能确定。”

根据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的《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已完成产能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认为昌都高争与中联水泥按照相关

政策精神达成产能置换协议， 将中联水泥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置换至西藏昌都高争二期

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故其新增水泥熟料日产能为2000�吨。

水泥生产企业通常情况下一年进行一次机器设备大修，时间约为30天，一次机器设备中修，

时间约为10~15天。同时，受西藏尤其是昌都地区所处的高原特殊地理环境气候影响，当地水泥生

产企业受季节性影响明显，冬季工程停工、停窑时间较长，无法满负荷生产，另外西藏水泥生产企

业在设计时会额外考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临时停产时间，因此本次昌都高争2,000t/d熟料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按年运转300天考虑，其新增水泥熟料对应的年产能为60万吨。

②中联水泥本次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产能指标为日产2000吨、60万吨/年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于2002年6月14日出具《关于内蒙古乌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日

产2000吨水泥熟料扩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内经贸投资发〔2002〕437号），同意内蒙古乌兰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联水泥曾用名）利用现有设施建设一条日产2000吨熟料生产线，年产熟料

60万吨，故中联水泥本次拟用于置换的熟料产能指标为2000� t/d、60万吨/年。

③根据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发改委等主管部门出具文件，昌都新建2,0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与中联水泥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已按照相关政策

精神完成产能置换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

[2017]337号）附件《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严禁备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项

目。确有必要新建的，必须实施减量或等量置换，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第四条规定：“位于国家规

定的环境敏感区的水泥熟料建设项目，每建设1吨产能须关停退出1.5吨产能；位于其他非环境敏

感地区的新建项目，每建设1吨产能须关停退出1.25吨产能；西藏地区的水泥熟料建设项目执行等

量置换” 。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已

完成产能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认为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 [2017]33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

于我部同意试点简化西藏水泥产能置换流程的复函》（工信厅原函[2017]544号）精神，昌都高争

与中联水泥达成产能置换协议， 将中联水泥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置换至昌都高争二期

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

自治区发改委于2018年4月25日下发“[2018年度]藏发改产业备01号”《投资项目备案表》，

认为“根据藏工信函[2018]153号，已完成产能置换，项目具备备案条件，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同

意对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予以备案。自治区发改委于2019年4

月10日进一步出具《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

有关情况的函》（藏发改办函〔2019〕221号），认为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

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2017]337号）和《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

法》相关要求，2018年4月25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已向其发来《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已完成产能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对该项目根据相关规定完成产

能置换和相关工作流程予以确认。

故本次昌都高争二期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的产能指标与中联水泥拟淘汰的

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进行置换符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

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2017]337号）和《实施办法》等政策精神和相关要求，已经西藏自治

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发改委等主管部门确认，属于等量产能置换。

综上，本次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的产能指标与中联水泥

拟淘汰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指标已经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发改委等主管部门

确认，属于等量产能置换，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的通知》（工信部原[2017]337号）及《实施办法》等政策精神及相关规定。

3）相关公示规范到位

本次产能置换所涉及的公示公告流程请参见 “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二期）项目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等国家

政策的精神和规定要求” 之“2、昌都新建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项目符合相

关国家政策的精神和规定要求” 之“（3）本次产能置换的相关公示公告流程合法合规，符合《实

施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相关规定” 的具体内容。

如前所述，本次用于昌都高争项目置换的产能，为2018年1月1日以后在内蒙古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门户网上公告关停退出的产能。 本次产能置换有利于推动西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产

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产能指标由转出地内蒙古自治区和转入地西藏自治区主管部门分别核

实确认，并在各自门户网上公告。昌都高争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由项目业主昌都高争按照《水泥玻

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制定，报项目建设地省级主管部门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西藏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对《产能置换指标需求信息登记表》予以确认，并在部门门户网上公示无

异议后予以公告，符合《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根据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的《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已完成产能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按照产能置换流程，内蒙古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对项目产能置换情况进行了公示、

公告，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异议。

综上，按照相关产能置换工作流程，内蒙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对项目产能置换情况进行了公示、公告，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异议，符合《实施

办法》相关规定，公示规范到位。

4、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促进西藏自治区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原材料，水泥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在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水泥产量已多

年位居世界第一，水泥供应紧缺的局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保障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国家对西藏加大投入，水泥消费快速增长，近5年水泥消费年增长30%左右，平均每年

水泥缺口在200万吨以上，这些缺口主要通过周边省份调运补充。由于“十二五” 规划审批的3个

水泥项目未能如期建成投产，同时，受公路运输整治、铁路运力受限等因素影响，外地水泥调运不

及时。2016年四季度，西藏水泥供需矛盾凸显，水泥价格高企，出现一些在建工程“停工待料” 的

现象。为缓解水泥供需矛盾，在不突破现行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框架的前提下，西藏自治区需适度

发展水泥产业，新增水泥熟料产能。

（2）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也付出了资源

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十三五” 时期，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加快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十三五” 继续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

则，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经济发展，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

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将采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可大大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可最大限度地实

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节省大量的煤炭资源和电力资源，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具有积极意义；本

项目还充分利用熟料烧成系统窑头、窑尾产生的废气余热进行低温发电，将废气中的热能转化为

电能供生产线使用，降低了废气的热污染，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环保和节

能双重效应。

（3）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需要

西藏自治区“十三五” 发展的基本思路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当成工作重点，充分考虑

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等硬约束，在城市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新增人工林地面积、

水土流失防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方面，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约束目标。

本项目从严执行用地、环保、用能、用水等标准和政策，避免对生态造成破坏，通过采用分级

燃烧等煅烧及SNCR液氨脱硝系统新工艺，能够有效地减少窑尾烟气中NOx的排放，NOx的排放

浓度＜320mg/Nm3，消除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源。

（4）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自治区“十三五” 计划项目的相继实施，水利、水电、航空、交通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大，对

水泥的需求增加，昌都地区及周边的主要供给均来源于昌都高争水泥生产线一期项目，水泥呈现

出供不应求的局面，供需矛盾突出。随着之后3-5年各项目相继开工与推进，预计昌都区域水泥需

求量将达到350万吨，现有水泥生产线已无法满足市场需要。结合西藏昌都市区域基础建设发展

规划，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其规划的2×2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工

程，有利于抓住这一机遇，扩大企业自身发展。

（5）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建成后，除能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对优质水泥的需求外，还可通过项目产生的相关税收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强当地的经济实力；本项目的实施，还可带动当地其它产业的发展，有效缓

解现有富余人员就业难的矛盾，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

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5、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水泥行业的相关产业政策

本项目系通过产能置换方式承接内地产能转移，已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

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2017]337号）与内蒙古乌兰察布中联水泥有限公

司签订了《产能置换协议》，将乌兰察布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拟淘汰的6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置换转

入昌都高争完成了产能置换工作。

目前本项目已取得自治区工信厅出具的《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产能

指标转移的函》（藏工信函[2018]153号），并已经西藏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备案，相关产能置

换工作已按程序完成。

（2）本项目具备良好的实施条件

本项目选址位于西藏昌都卡诺镇多然村现有昌都一期生产线预留场地内， 符合土地利用规

划和所在地区总体发展规划，交通条件便利，原料资源丰富，场地适宜建厂，供水、供电条件优越，

是建设项目的较好地点。

昌都高争的管理团队在生产运营、工程技术、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为

本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3）本项目建设方案可行，经济效益突出

本项目采用窑外分解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该生产工艺单机生产能力大、热效率高、产品

质量好、环保、节能，自动化水平高，项目建设条件优越，产品方案合理，技术方案先进。项目将充

分利用窑尾、窑头的废气余热，同步配套建设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的建设

具备良好的市场空间和较好的市场前景，项目建成后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符合水泥生产企业

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能有效满足目标市场对优质旋窑水泥不断增长的需求。

6、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2年。本项目投产后预期将实现年均收入（不含税）49,458万元，年均税后

利润14,692万元，项目全投资收益率为16.31%（税后），投资回收期为6.79年（含建设期2年，所得

税后），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7、项目涉及的立项、土地、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用地证书、自治区发改委出具的[2018年度]藏发改产业备01号《西藏自治区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表》和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藏环审[2018]81号《关于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二期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二）林芝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高争建材，实施地点为林芝市巴宜区建材规划园内，项目建设期为1年。

本项目拟在林芝市新建一套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并配套建设原料库、水泥库等设

施，主要设备为辊压机，V型选粉机，水泥磨，下进风动态选粉机，气箱脉冲袋收尘器，系统排风机，

磨尾排风机等。 为了有效地控制各个扬尘点的粉尘， 工艺设计中将采用密闭设备和密闭式的储

库、尽量降低物料转运的落差，含尘气体经高效除尘设备净化达标后有组织地排放。本工程水泥

粉磨站选用各类袋式收尘器，除尘器收下的粉尘将返回到各自的工艺流程中，没有固体废弃物排

出。

本项目产品全部为水泥，项目达产后年产水泥90万吨，主要用于满足林芝市及周边地区的市

场需要。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政策导向，有利于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对优质水泥

的需求，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有利于扩大上市公司产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竞争力。

2、项目投资计划

（1）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为26,130.32万元， 其中： 建设投资21,170.99万元， 用于铺底流动资金4,

959.33万元，建设投资由高争建材的股东西藏天路和高争集团以同比例增资的形式投入，各股东

的投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1

西藏天路

71.82% 15,205.01

2

高争集团

28.18% 5,965.98

合计

100.00% 21,170.99

除上述建设投资外，其余铺底流动资金4,959.33万元由高争建材以自有资金投入。

该项目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21,170.99 81.02%

1.1

建筑工程费

9,557.65 36.58%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6,587.75 25.21%

1.3

其他费用

5,025.59 19.23%

2

流动资金

4,959.33 18.98%

合计 总投资

26,130.32 100.00%

（2）本次募集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26,130.3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21,170.9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4,959.33万元，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15,205.01万元。项目建设期为1年，募集资金预计使用进度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1

建设投资

21,170.99 21,170.99 -

2

铺底流动资金

4,959.33 4,476.80 482.53

（3）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预计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1年（实际建设期约为6个月）。在建设期内需完成项目的前期准备和生产线工

程建设施工、设备及材料发运、设备安装施工、单机试车、联动试车、投料等工作。具体建设进度安

排如下表所示：

（4）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包含董事会前投入

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

① 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占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9,557.65 36.58%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6,587.75 25.21%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17.45 15.37%

4

预备费用

1,008.14 3.86%

5

铺底流动资金

4,959.33 18.98%

其具体构成如下：

A、建筑工程费

项目建筑工程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筑编号 建筑成本

1

水泥粉磨

1,518.57

2

水泥储存及散装

2,663.59

3

石膏堆棚与配料站

2,052.33

4

中控化验楼

256.42

5

主大门

17.92

6

地磅与开票室

45.23

7

联合水泵房

100.20

8

办公楼

696.15

9

宿舍

585.90

10

食堂

58.80

11

公共厕所

12.31

12

总图给排水配套设施

30.02

13

总图平基土石方

53.14

14

总图水沟

85.07

15

总图道路及场地硬化

1,204.82

16

绿化工程

94.49

17

围墙

82.69

合计

9,557.65

B、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本项目设备购置费为6,190.55万元，安装工程费为397.20万元，共计6,587.75万元。其具体明细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子项名称 设备及安装费

1

水泥粉磨

3,524.49

2

水泥储存与散装

527.58

3

石膏堆棚与配料站

336.75

4

中控化验楼

101.52

5

主大门

10.00

6

地磅与开票室

64.00

8

办公楼

99.45

9

宿舍

83.70

10

食堂

8.40

11

电气设备及安装

1,063.35

12

厂区监控系统

250.00

13

厂区给排水安装

307.37

14

自动感应卷帘门

30.00

15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1%

）

60.38

16

备品备件费（

2%)

）

120.76

合计

6,587.75

C、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1

建设管理费

671.65

2

可行性研究费

48.00

3

地质勘探费

+

水评

+

灾评

+

安评

132.00

4

联合试运转费

132.00

5

劳动安全卫生评价费

15.00

6

环境影响评估费

15.00

7

开办费

172.00

8

工程监理费

193.74

9

工程设计费

322.91

10

工程保险费

18.00

11

各种报建费

50.00

12

土地征收

2,247.15

合计

4,017.45

D、预备费用

项目预备费是用针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支出，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基

本预备费=（建筑工程费用+设备购置及安装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率，本次募投

项目基本预备费率取5%，基本预备费为1,008.14万元。

② 合理性

建筑施工量根据各有关专业提供的设备表、材料表及工程量进行计算。

设备价格根据国内设备采用近期制造厂报价及类似工程订货价进行调整， 不足部分设备采

用《机电产品报价手册》，设备运杂费按设备原价的5%计取。

建筑安装工程材料价格采用建设单位所在地近期市场价格， 不足部分采用相关生产厂家产

品价格和类似产品近期订货价格。

其他工程费用参照建材行业文件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计列。

综上，本项目的具体投资构成具备合理性。

2）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包含董事会前投入

本项目总投资26,130.32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15,205.01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10,925.31

万元，自有资金部分主要用于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用及本次发行董事会前已发生的前

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包含董事会前投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 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1

建筑工程费

9,557.65 9,380.47

是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6,587.75 5,824.54

是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17.45

自有资金投入 是

4

预备费用

1,008.14

自有资金投入 否

5

铺底流动资金

4,959.33

自有资金投入 否

合计

26,130.32 15,205.01 -

（5）本次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模式

1）经营模式

本募投项目由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高争建材实施， 高争建材是公司水泥业务开展的重要主

体之一。本次募投项目将继续围绕高争建材现有主业开展，扩大其业务半径，强化其竞争优势。本

项目通过在林芝市新建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项目， 将填补在林芝地区的水泥产品供应

缺口，扩大水泥销售规模，进一步强化发行人在自治区水泥行业的地位，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项目主要采用高争建材及昌都高争生产的优质旋窑熟料，外购石灰石、石膏等其他原材料，通

过本项目所建设环保型水泥粉磨站生产成品水泥。

为达到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目的，本项目积极响应产业政策，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设现

代化水泥粉磨生产线，工程自动化水平高，全线采用集散控制系统。另外，本项目为绿色环保水泥

粉磨站，为了有效地控制粉尘的排放，工程设计贯彻“以防为主” 的方针：从工艺流程上尽量减少

扬尘环节。

本募投项目围绕上市公司水泥主业开展，原材料采购以内部采购为主，相关生产、销售流程

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建成后产品主要销往林芝地区，以填补当地周边地区没有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的空白、满足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预计高争建材的水泥销售规模会在现有基础上会进一

步扩大，新客户会有所增加。关于上市公司水泥业务的现有业务模式，详见本募集说明书之“第四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发行人主营业务概况” 之“（三）主要经营模式” 之“2、水泥生产销

售” 。

2）盈利模式

本项目建设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项目，年产90万吨水泥，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采购熟

料、石灰石、石膏等原材料并加工为成品水泥后销售实现盈利。

目前本项目周边地区没有其他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四川干法水泥进入需要负担很高的物

流费用，其进藏后不具有价格优势，因此本项目市场竞争对手少，随着林芝地区水利、水电投资的

加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林芝地区水泥市场将面临严重短缺，本项目产品

具有较好的市场盈利前景。

（6）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若是非全资子公司，请说明实施方式，其他股东是否同比例

增资。同时说明未选用全资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1）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高争建材，为上市公司的非全资子公司，项目资本金由高争建材的全体

股东以增资的形式投入，均同比例增资。各股东的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1

西藏天路

71.82% 15,205.01

2

高争集团

28.18% 5,965.98

合计

100.00% 21,170.99

2）未选用全资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 有利于公司相关实施主体以现有业务为基础拓展业务布局

公司的水泥生产及销售业务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高争建材、昌都高争开展，其中高争建材通

过其子公司林芝市高争建材有限公司开展水泥销售业务。 本次林芝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

站项目拟于林芝实施， 将高争股份确定为实施主体有利于其以现有业务为基础进一步开拓业务

布局，增强业务竞争力，提高在林芝市建材行业的行业地位。

② 高争建材具备较高的行业地位、丰富的水泥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

高争建材始建于1960年，在原拉萨水泥厂基础上于2001年成立，是西藏自治区建厂最早、规

模最大，最具实力的大型水泥主要生产企业，公司管理组织机构完备，技术力量、自动化水平在区

内同行业中雄居榜首，目前已形成400万吨/年的水泥生产规模。公司目前拥有通用、特种两大系

列6种强度等级的水泥产品，其中公司生产的P·0� 52.5级水泥被国家水泥质检中心评定为优等品、

P·0� 42.5级水泥评定为一等品。公司率先在自治区水泥生产行业中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其产品已广泛用于国家及自治区多项重点工程，具备较高的行业地位和丰富的水泥项目建

设和运营经验。

以高争建材作为林芝项目的实施主体，有利于利用其管理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

优势，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综上， 林芝年产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项目未选用全资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具

备合理性。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优化西藏水泥工业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需要

西藏区域水泥工业呈现总量不足、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标号水泥和特种水泥等高档次产品短

缺、结构性需求矛盾较为突出的特点，在特定区域适当发展新型干法水泥是加速西藏自治区水泥

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地填补林芝市新型干法水泥的市场需求缺口，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能耗、减少污染，提高效益、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对优化西藏水泥工业的产业和产品结构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2）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家各项发展国民经济战略的实施，林芝市经济建设面临着新的飞跃，城市化建设进程

的不断加快，城镇和住宅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不断提速，都将对水泥形成旺盛的需求，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积极的发展机遇。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当地市场的需要和经

济发展要求。

（3）满足林芝地区重大工程建设的需要

根据自治区“十三五” 发展规划，林芝市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市级重点工程越来越多，一

大批水利、电力、道路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将逐步实施，包括推进林芝机场改扩建工

程，建设通用航空机场，把林芝打造成为西藏的航空次枢纽；加快建设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开

工建设川藏铁路林芝至康定段，启动滇藏铁路波密至香格里拉段前期工作等。林芝市的基础设施

建设需求旺盛，水泥需求量至少在100万吨/年以上。

目前林芝市还未建设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水泥的需求，水泥缺口

需靠外来水泥填补，加之西藏特殊的运输条件等因素，往往会造成水泥不能及时送达而影响工期

和施工质量。同时，西藏水泥市场存在季节性限制，为满足水泥销售旺季需要，必须保证一定的市

场储量，建设水泥粉磨站工程可以有效地填补这一缺口，满足林芝地区重大工程建设的需要。

（4）加快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建成投产将提高当地的物流总量，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就业。

同时，本项目对提高当地的行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会有所促进。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06］第50号）、《水泥

行业准入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工原［2010］127号）、《西藏自治区“十三五” 时期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西藏自治区建材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等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

的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2）本项目在设计过程中注重林芝当地环境的保护

本项目所在地林芝是著名的自然保护区，气候湿润，景色宜人。为避免影响周边自然环境，本

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的厂房设计。设备基本全部设置于厂房内，大型外露设备采用钢结构挂彩钢板

封装，厂房外部、封装以及外露设备可通过色彩的处理溶于自然环境，有利于周边自然环境的保

护，能够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本项目具备良好的实施条件

本项目厂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色定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捷，厂

区地质条件较好，适宜工程建设。该厂址位于林芝市巴宜区建材规划园规划范围内，经林芝市规

划局和国土资源局审核，选址符合林芝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业布局的要求。

公司已形成405万吨/年的水泥生产规模，是西藏自治区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主要大型水

泥生产企业，产品已广泛用于国家及自治区多项重点工程。公司管理组织机构完备，技术力量、自

动化水平在区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的管理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为本

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4）本项目经济效益突出

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地填补当地新型干法水泥的市场需求缺口，达到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产

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提高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目的，对优化西藏水泥工业的产业

和产品结构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5、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1年（实际建设期8个月）。本项目投产后预期将实现年均收入（不含税）

63,525万元，年均税后可分配利润6,615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7.47%（税后），投资回

收期为4.36年（所得税后），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6、项目涉及的立项、土地、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林芝市巴宜区发改委出具的项目代码为2017-540402-59-03-003820的《登记

信息表》和西藏林芝市环境保护局林环审[2018]124号《林芝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西藏高争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林芝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高争建材已就项目

所涉土地与林芝市巴宜区国土资源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2018-58）。

（三）日喀则年产6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扩建环保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日喀则商混， 建设地点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经济技术开

发园区，项目建设期为1年。

本项目拟在日喀则市建设一套年产60万立方米混凝土生产线， 主要内容系新建一条从原材

料进厂到混凝土出厂的预拌混凝土生产线，年产量30万方；同时对原有双机120站进行环保升级。

本项目产品全部为商混混凝土，项目达产后日喀则商混年产商混混凝土60万立方米，其中新

增产能30万立方米，主要用于满足日喀则市及周边地区的市场需要。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行业政策导向，有利于满足当地经济建设的需求，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

2、项目投资计划

（1）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为10,411.0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5,093.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5,318.00万

元，建设投资全部由日喀则商混的大股东高争建材以增资形式投入。发行人已聘请中天和对日喀

则商混进行了评估， 将以日喀则商混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增资价

格。各股东的投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1

高争建材

98.13% 5,093.00

2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8% 0

合计

100.00% 5,093.00

前述建设投资将由高争建材的股东西藏天路和高争集团以同比例增资的形式投入， 各股东

的投资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1

西藏天路

71.82% 3,657.79

2

高争集团

28.18% 1,435.21

合计

100.00% 5,093.00

发行人拟使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3,657.79万元通过增加高争建材注册

资本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日喀则商混。

铺底流动资金5,318.00万元由日喀则商混以自有资金投入。

该项目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设投资

5,093.00 48.92%

1.1

建筑工程费

2,689.70 25.84%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1,581.88 15.19%

1.3

其他费用

821.42 7.89%

2

流动资金

5,318.00 51.08%

合计 总投资

10,411.00 100.00%

（2）本次募集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10,411.0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5,093.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5,318.00万元，公

司拟投入募集资金3,657.79万元。项目建设期为1年，募集资金预计使用进度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1

建设投资

5,093.00 5,093.00 -

2

铺底流动资金

5,318.00 4,815.20 502.80

（3）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预计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1年（实际建设期约为4个月）。在建设期内需完成项目的前期准备、主机设备

招标、辅机设备及材料招标、设备及材料运送、生产线土建施工、安装施工、调试、投料等工作。具

体建设进度安排如下表所示：

（4）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包含董事会前投入

1）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性

① 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占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2,689.70 25.83%

2

设备及安装费

1,581.88 15.19%

3

其他工程费

673.07 6.46%

4

预备费用

148.35 1.42%

5

铺底流动资金

5,318.00 51.08%

其具体构成如下：

A、建筑工程费

项目建筑工程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筑编号 建筑成本

1

搅拌楼

396.72

2

全封闭砂石料堆棚

941.05

3

废料堆棚

55.84

4

办公楼

177.87

5

主大门

17.65

6

物料门及门卫

5.54

7

雨水收集系统

64.05

8

污水处理车间

110.37

9

水泵房

50.16

10

地磅

23.46

11

电气室

32.07

12

地埋式污水处理

11.59

13

洗车机

7.58

14

平基土石方

36.75

15

道路地坪硬化

370.01

16

绿化工程

46.62

17

水沟

52.40

18

围墙

216.90

19

旧办公楼改造

73.07

合计

2,689.70

B、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项目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筑编号 设备及安装费

1

搅拌楼

531.53

2

全封闭砂石料堆棚

55.80

3

废料堆棚

77.76

4

办公楼

15.99

5

主大门

8.71

6

物料门及门卫

8.71

7

雨水收集系统

10.14

8

污水处理车间

16.79

9

水泵房

63.97

10

地磅（迁移安装费）

3.00

11

电气室

202.94

12

地埋式污水处理

40.10

13

洗车机

40.68

14

总图给排水设备

57.91

15

厂区监控系统

32.85

16

泵车（

1

台）

415.00

合计

1,581.88

C、其他工程费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1

建设管理费

177.29

2

可行性研究费

15.00

3

地质勘探费

+

水评

+

灾评

+

安评

35.00

4

联合试运转费

15.00

5

劳动安全卫生评价费

15.00

6

环境影响评估费

15.00

7

开办费

85.00

8

工程设计费

47.78

9

工程保险费

18.00

10

各种报建费

50.00

11

土地征收

200.00

合计

673.07

D、预备费用

项目预备费是用针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支出，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基本预

备费=（建筑工程费用+设备购置及安装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率，本次募投项目

基本预备费率取3%，基本预备费为148.35万元。

② 合理性

建筑工程计价定额采用“建材工业土建工程概算定额西藏自治区估价表” 。其中估价表计价

水平采用西藏自治区现行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中人工工日单价、 材料预算价格、 施工机械台班单

价。定额项目划分、计量单位及工、料、机消耗标准采用原国家建材局2006年颁发的《建材工业土

建工程概算定额》，同时也参照了同类规模的工程预、结算资料。工程量计算规则采用原国家建材

局2006年颁发的《建材工业土建工程概算定额》。

国产设备及来图加工设备按同类规模现行设备的实际订货价或设备制造厂的报价资料进行

计算，引进设备按国外公司的报价或参考类似工程的实际订货价计算，并按规定计取海运费、海

运保险费、银行财务费、外贸手续费、免税货物海关监管手续费等费用。

工艺设备及非标制安工程依据原国家建材局2000年颁发的 《建筑材料工业建设工程预算定

额》及类似工程的概算资料，结合现行的材料预算价格、机械台班单价，测算出安装直接费指标计

算安装直接费，取费标准采用现行安装工程费用定额。

综上，本项目的具体投资构成具备合理性。

（2）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包含董事会前投入

本项目总投资10,411.00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3,657.79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6,753.21万

元，自有资金部分主要用于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用及本次发行董事会前已发生的前期

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均属于资本性支出，不包含董事会前投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 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1

建筑工程费

2,689.70 2,300.71

是

2

设备及安装费

1,581.88 1,357.08

是

3

其他工程费

673.07

自有资金投入 是

4

预备费用

148.35

自有资金投入 否

5

铺底流动资金

5,318.00

自有资金投入 否

合计

10,411.00 3,657.79 -

（5）募投项目的经营模式及盈利模式

1）经营模式

本募投项目由上市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日喀则商混实施， 日喀则商混是公司商品混凝土业

务开展的重要主体。 本次募投项目将继续围绕日喀则商混现有主业开展， 将有效扩大其销售规

模，强化其竞争优势。

本项目生产原料之一的水泥由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储备库供应， 其他主要原材

料砂子、石子、水泥等对外采购，采用少品种、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模式，最终产品为商品混凝土。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计划来生产产品，项目建成后生产的商品混凝土

销售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及周边地区。

为积极响应产业政策，本项目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成的现代化混凝土骨料生产线，工程

自动化水平高，全线采用集散控制系统。另外，本项目为绿色环保型搅拌站，能有效地减少扬尘、

降低噪音、 杜绝生产污水外排等行业污染现象， 整体提升了预拌商品混凝土行业的环境保护水

平，改善了周边城市居民的工作和居住环境，顺应了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的需要，将有利于推进日

喀则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和产业升级。

2）盈利模式

本项目产品全部为商品混凝土，项目达产后年产商品混凝土60万立方米，其中新增产能30万

立方米，主要用于满足日喀则市及周边地区的市场需要。本项目建成后主要通过采购水泥、砂子、

石子等原材料并加工为成品商品混凝土后销售实现盈利。

日喀则市现在共有8家商混站（不包括中大型工程自建商混站），全市商品混凝土年产量约

170万m3。目前日喀则地区有多个“十三五” 时期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如铁路（川藏铁路，日

喀则至吉隆口岸的铁路、日喀则到亚东的铁路）、民航（定日机场）、公路（G219沿边横向通道、

S514线萨尔至陈塘公路，拉萨至日喀则机场、日喀则至亚东、日喀则至吉隆三条高等级公路建设

项目）、水利（日喀则市水利发展“十三五” 规划安排357个项目，包括拟建项目和续建配套项目，

十三五期间总投资189.01亿元）；通讯（移动网广覆盖工程等），混凝土需求缺口很大。本项目建

成投产后的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及周边地区，可利用产品优势和质量优势，不断扩大产

品在重点工程中的应用，未来盈利前景良好。

（6）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若是非全资子公司，请说明实施方式，其他股东是否同比例

增资。同时说明未选用全资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1）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日喀则商混，为上市公司的非全资子公司高争股份的非全资子公司，项

目资本金由日喀则商混的股东以增资的形式投入。其中，高争股份的另一股东高争建材集团同比

例增资，日喀则商混的另一股东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放弃增资。各股东的投资金额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1

高争建材

98.13% 5,093.00

2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8% 0

合计

100.00% 5,093.00

2）未选用全资子公司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 本项目系在日喀则商混原有业务基础上进行环保升级改造

本项目产品全部为商混混凝土，项目达产后日喀则商混年产商混混凝土60万立方米，其中新

增产能30万立方米。 日喀则年产6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扩建环保改造项目系对日喀则商混现有

双120站进行环保型改造，同时在紧邻现有双120站征地约20亩，新建一座180环保型单站，因此须

以日喀则商混为实施主体。

② 有利公司相关实施主体以现有业务为基础增强业务竞争力

上市公司在日喀则地区的商品混凝土业务主要通过二级子公司， 即高争股份的非全资子公

司日喀则商混开展，本项目仍以日喀则商混为实施主体有利于其满足新的环保标准和要求，进一

步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对优质混凝土的需求，增强业务竞争力，提升收入利润规模。

综上， 日喀则年产6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扩建环保改造项目未选用全资子公司作为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具备合理性。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满足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随着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如铁路、公路、城镇建设及大型优势工业项目如水电站、矿产

资源开发等逐步启动，西藏混凝土市场迎来了一个需求增长高峰。

日喀则“十三五” 时期将构建一体化交通系统，融入西藏自治区以拉萨为中心的“3小时综合

交通圈” 建设，规划形成“两横、六纵、四通道、一星、一环” 的“26411” 国省道骨干路网体系，将持

续拉动混凝土等基础建材产品的需求。 本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满足目标市场对优质砂石不断增长

的需求。

（2）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日喀则商混原位于日喀则市经济技术开发园区的原 “高莲” 2×HNS120h搅拌站为传统配

置，与新的环保标准、环保要求在粉尘治理、污水回收利用等环节都有较大差距。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日喀则商混将在现有生产场所附近新建一座180环保型单站；对现有双

120站进行环保升级改造，包括对主机楼和粉罐实施封闭，对粉罐除尘从正压工艺改为负压工艺

的脉冲清灰除尘设施等。本项目的建设可以升级改造现有设备，扩大日喀则商混投资规模，提高

其在日喀则市的商品混凝土市场占有率，更好地满足日喀则市商品混凝土市场需求。

（3）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建成后，除能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对优质混凝土的需求外，还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

强了当地企业的经济实力。本项目的实施还可带动当地其它产业的发展，有效缓解现有富余人员

就业难的矛盾，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

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项目符合国家关于混凝土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要求，有利于推广绿色建材的应用和

产业升级

本项目拟新建的绿色环保型混凝土搅拌站符合国家建材行业的产业政策， 可以优化当地混

凝土骨料工业的产业结构，处理废矿，发展循环经济，符合国家关于节能和资源综合的利用政策。

与传统型的混凝土搅拌站相比较，绿色环保型混凝土搅拌站能有效地减少扬尘、降低噪音、

杜绝生产污水外排等行业污染现象，整体提升了预拌商品混凝土行业的环境保护水平，改善了周

边城市居民的工作和居住环境。 绿色环保型混凝土搅拌站在工艺废渣和生产污水等处理处置及

综合利用方面也有较大的提升，基本杜绝了工艺废渣和生产污水对周边环境的二次污染。

（2）本项目具备良好的实施条件

本项目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经济技术开发园区，紧临204省道，距日喀则市区约8km、距

318国道约8.5km；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显著，交通便捷，地质条件较好，建厂所需的供电、供水

有保证，整体建设条件理想。

本项目的主要原料石灰石、废石成本低，原材料储量丰富，质量好，能够满足生产高质量混凝

土骨料的要求。

（3）本项目建设方案可行，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成的现代化混凝土骨料生产线，工程自动化水平高，全线

采用集散控制系统，生产车间仅需巡检工，将大大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5、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1年。本项目投产后预期将实现年均收入（不含税）21,470万元，年均税后

利润2,705万元，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23.06%（税后），项目投资回收期为4.84年（含建设期），项

目经济效益较好，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6、项目涉及的立项、土地、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取得桑珠孜区发改委出具的项目代码为2018-540202-30-03-000033的《登记信息

表》及日喀则市环保局出具的日环审[2018]128号《关于日喀则高争商混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

立方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项目涉及土地已取得当地国土监管部门

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

（四）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及增资项目

本次交易包括股份转让和股份认购两部分，发行人合计出资21,879.01万元，交易完成后，发

行人将持有重交再生51%的股权，重交再生将成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其中，股份转让部分为以

人民币14,017.26万元受让咸通乘风、陈先勇、嘉兴臻胜及君润科胜合计持有的重交再生26,280,000

股股份；股份认购部分为以人民币7,861.75万元认购重交再生新发行的14,750,000股股份。发行人

拟以21,879.01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交易对价，占募集资金总金额的19.50%。

为进一步提高本次收购的效率并促进重交再生主营业务的发展，本次收购中7,861.75万元资

金以股份认购形式投入， 该部分资金在股份认购完成后将投入重交再生子公司拟实施的重庆市

江津区路面材料再生工厂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为13,000万元。

1、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1）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1）收购人已履行的程序

①2018年12月5日，西藏天路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及〈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②2018年12月28日，西藏天路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及〈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③2018年12月27日，西藏天路取得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批复》（藏国资发【2018】268号）。同意西藏天路利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的部分资金用于收购重交再生51%的股份。

④2019年1月18日，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同意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对外投资涉及

的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

【2018】评字第90030号）予以备案。

⑤2019年7月19日， 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2019年第86次会议审核通过了西藏天路本次

发行可转债申请，并于2019年8月30日核发《关于核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74号）。

2）交易对方已履行的程序

①2018年11月28日， 咸通乘风召开股东会， 同意将其持有的重交再生132.82万股股票以7,

464.4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西藏天路。

②2018年11月22日， 嘉兴臻胜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召

开2018年第11次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将嘉兴臻胜持有的重交再生562万股股票以2,770.66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西藏天路。

③2018年11月28日，君润科胜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君润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决定，同

意将君润科胜持有的重交再生528万股股票以2,603.0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西藏天路。

3）重交再生已履行的程序

①2018年10月8日，经重交再生申请，重交再生股票自2018年10月9日开市起暂停转让。

②2018年12月5日，重交再生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

订〈重庆重交资源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与本次收购相关的议案。2018年12月6

日，重交再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

问报告》等相关文件。

③2018年12月14日，经重交再生申请，其股票于2018年12月17日恢复转让。

④2018年12月28日，重交再生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

于修订〈重庆重交资源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与本次收购相关的议案。

重交再生上述暂停与恢复转让程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关规定。重交再生已履行审议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挂牌公司权益变动与收购业务问答》等相关规定，其披露信息与上市公司已披露信息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1）重交再生本次股权协议转让完成交割手续；

2）重交再生完成本次发行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备案。

根据西藏天路与咸通乘风、陈先勇、嘉兴臻胜、君润科胜签订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协议生效的条件为西藏天路、咸通乘风、嘉兴臻胜及

君润科胜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并加盖企业印章，陈先勇签署本协议，西藏天路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本次收购涉及的评估报告已在西藏国资委完成备案手续，本

次收购经西藏国资委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西藏天路本次可转债申请。

根据西藏天路与重交再生签署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票

之股份认购协议》的相关条款，协议生效的条件为西藏天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

及本次认购的相关事项，西藏天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认购的相关事项，西藏天路收

购咸通乘风、陈先勇、嘉兴臻胜及君润科胜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40%的股份（对应注册资本为26,

280,000元）已完成交割。

综上，重交再生本次股份发行以西藏天路收购重交再生40%股权完成交割为前提。重交再生

需于中国证监会核准西藏天路本次可转债申请后完成相关股权协议转让交割手续； 并于之后履

行相关的定向增发股票流程。

2、重交再生基本情况

（1）重交再生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红河中路866号永川软件外包园产业楼A区3号楼1层

注册资本：65,700,000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590537421H

成立时间：2012年03月01日

法定代表人：陈先勇

经营范围：建筑废旧材料回收及再利用；建筑材料的加工、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路面

沥青材料的冷热再生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路面新型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公路、隧道、桥梁的路

面特殊铺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环保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品牌

管理、品牌营销策划；设备租赁；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重交再生历史沿革

1）2012年3月，公司设立

2012年2月1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渝名称预核准字[2012]渝沙第208687号”《名称

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2012年2月10日，重交沥青砼与陈先勇签署《公司章程》，共同出资设立重交有限。重交有限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重交沥青砼以现金认缴1,800万元，陈先勇以现金认缴200万元。

2012年2月17日，重庆立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重立会验（2012）第172号《验资报告》，

确认重交有限截至2012年2月17日已分别收到重交沥青砼和陈先勇缴纳的注册资本360万元和40

万元。

2012年3月1日， 重交有限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沙坪坝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0010600013500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重交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

）

1

重交沥青砼

1,800.00 360.00 90.00

2

陈先勇

200.00 40.00 10.00

合计

2,000.00 400.00 100.00

2）2013年3月，重交有限减少注册资本

2012年12月20日，重交有限在《重庆晨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

2013年2月6日，重交有限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重交有限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减少至 400万元，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13年3月7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沙坪坝区分局核准此次变更并换发了注册号为

50010600013500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重交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

）

1

重交沥青砼

360.00 90.00

2

陈先勇

40.00 10.00

合计

400.00 100.00

3）2013年9月，重交有限名称变更

2013年8月26日，重交有限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重交沥

青砼再生制造有限公司，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13年 9月 11日， 重庆市璧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此次变更并换发了注册号为

50010600013500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2014年12月，第一次增资

2014年12月16日，再生制造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400万

元增加至500万元，其中重交沥青砼以货币增资90万元、陈先勇以货币增资10万元，修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

重庆海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渝海平验

字（2014）第 058�号），确认再生制造有限公司截至 2014�年 12月 18�日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100�万元。

2014年12月24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核准此次变更并换发了注册号为

50010600013500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再生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

）

1

重交沥青砼

450.00 90.00

2

陈先勇

50.00 10.00

合计

500.00 100.00

5）2015年6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年6月29日，再生制造有限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重庆沥青砼将其持有的公

司90%股权转让给咸通乘风。同日，交易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5年6月30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核准此次变更并换发了注册号为

50010600013500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再生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

）

1

咸通乘风

450.00 90.00

2

陈先勇

50.00 10.00

合计

500.00 100.00

6）2015年9月，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4日，再生制造有限公司聘请的中审亚太事务所对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字 020268号）。根据前述审计报告，重庆重交

沥青砼再生制造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0,832,483.46元。

2015年7月24日，再生制造有限公司聘请的重庆恒申达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了《重庆重交沥青砼再生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造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重恒申达资 Z�评报字（2015）第038号），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6

月30日。根据前述评估报告，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301.16万元，评估增值额为217.91万元，

增值率为 20.12%。

2015年8月15日，再生制造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

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1,

080万元。2015年8月30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以经中审亚太审计的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

的账面净资产 10,832,483.46元整体折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080万股，每股面值1元；未折为股本

的部分32,483.46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9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作出渝名称预核准字 [2015] 壁工商第

3171635号《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

2015年8月30日，再生制造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签署了《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5年8月30日，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2015）

020438号《验资报告》，确认再生制造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8月30日已收到各发起人缴纳的注册资

本合计1,080万元。

2015年9月10日， 重交再生取得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00106000135001的《营业执照》。

本次整体变更后，重交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972.00 90.00

2

陈先勇

108.00 10.00

合计

1,080.00 100.00

7）2015年10月，第二次增资

2015年9月17日，重交再生召开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注册资本增加至2,200万

元，其中咸通乘风认购878万股，陈先勇认购242万股，每股价格1.1元，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15年11月11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审亚太渝验字（2015）

021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5年10月31日，重交再生已收到股东咸通乘风和陈先勇以货币缴

纳的1,232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1,12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112万元。

2015年10月16日， 重交再生取得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号为91500227590537421H的《营业执照》。

本次整体变更后，重交再生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有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1,850.00 84.09

2

陈先勇

350.00 15.91

合计

2,200.00 100.00

8）2015年11月，第三次增资

2015年11月18日，重交再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君润科胜以1,000万元认购新增股份220

万股，其中22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78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15年12月9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审亚太渝验字（2015）026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5年11月17日，重交再生已收到君润科胜以货币缴纳的1,000万元，其

中计入注册资本（股本）的为22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的为780万元。

2015年11月24日， 重交再生取得了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璧山区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号为91500227590537421H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重交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有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1,850.00 76.45

2

陈先勇

350.00 14.46

3

君润科胜

220.00 9.09

合计

2,420.00 100.00

9）2016年6月，重交再生挂牌

2015年10月16日，重交再生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及《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等议案。

2016年5月3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转系统函[2016]4276号《关

于同意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证券

简称为“重交再生” ，证券代码为“837781” ，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2016年7月16日，重交再生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及相

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将原注册地“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金剑路229号2栋1层20号” 变更为

“重庆市永川区红河中路866号永川区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园A区3号楼1层” 。2016年7月18

日，重交再生取得了重庆市工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91500227590537421H的《营业执

照》。

10）2017年2月，股票发行

2017年2月13日，重交再生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2017年3月25日，重交再生召开了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版）的议案》。

本次重交再生全体股东放弃优先认购， 嘉兴臻胜以现金2,152.65万元按每股6.78元的价格认

购317.5万股重交再生股票。

2017年3月31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2017）180001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3月31日，重交再生已收到嘉兴臻胜以货币缴纳的2,152.65万元，其

中计入注册资本317.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1,835.15万元。

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重交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有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1,850.00 67.58

2

陈先勇

350.00 12.79

3

嘉兴臻胜

317.50 11.60

4

君润科胜

220.00 8.03

合计

2,737.50 100.00

11）2017年8月，送股

2017年6月30日，重交再生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现有总股本27,375,000�股为基数，以2016年期末经审计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实施每10股送5股（含税）。

2017年 8月 3日 ， 重交 再生取 得了 重庆市 工商 局 换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500227590537421H的《营业执照》。

2018年9月19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渝验字（2018）0015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重交再生已将未分配利润中1,368.75万元转增股本，重交

再生注册资本变更为4,106.25万元。

本次送股后，重交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有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2,775.00 67.58

2

陈先勇

525.00 12.79

3

嘉兴臻胜

476.25 11.60

4

君润科胜

330.00 8.03

合计

4,106.25 100.00

12）2018年4月，股份转让

2018年4月12日，陈先勇采用集合竞价交易的方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李建平

转让1,000股重交再生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重交再生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有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2,775.00 67.58

2

陈先勇

524.90 12.78

3

嘉兴臻胜

476.25 11.60

4

君润科胜

330.00 8.04

5

李建平

0.10 0.00

合计

4,106.25 100.00

13）2018年6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8年4月17日，重交再生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等议案，以现有总股本41,062,5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2018年 6月 19日 ， 重交再生取 得了 重庆市 工商 局换发 的统 一社会 信用 代码为

91500227590537421H的《营业执照》。

2018年9月19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渝验字（2018）0016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8年5月31日，重交再生已将资本公积中2,463.75万元转增股本，重交再

生注册资本变更为6,570万元。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重交再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有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1

咸通乘风

4,440.00 67.58

2

陈先勇

839.84 12.78

3

嘉兴臻胜

762.00 11.60

4

君润科胜

528.00 8.04

5

李建平

0.16 0.00

合计

6,570.00 100.00

（3）重交再生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重交再生股权结构如下：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咸通乘风持有重交再生67.58%的股权，为重交再生的控股股东，

陈先勇直接持有公司12.78%股份， 并通过持有咸通乘风77.80%股权间接控制重交再生67.58%股

份，陈先勇实际能控制重交再生的股份比例合计为80.36%。因此，陈先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重交再生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重交再生共有8家分公司、15家控股子公司、3家参股子公司，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描述

分公司

1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一一 重庆区域材料售；

2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 一一 永川朱沱站生产

3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 一一 璧山站生产

4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双石分公司 一一 双石站生产，含水稳站

5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一一

EPC

服务

6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分公司 一一 建养一体化服务

7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路面铺装分公

司

一一 特种施工

8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一一 工程服务

控股子公司

1

大足重交

1,0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2

丰都重交

5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3

昂程重交

1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4

江津重交

2,5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5

荣昌荣裕

5,000

建筑固废、道路固废的回收处

理再利用

6

四川重交

10,0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7

南充重交

1,0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8

贵州重交

1,0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

水稳料

的加工、生产、销售

9

甘肃重交

4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10

谦科建设

4,500

建筑劳务

11

重交技术

2,000

建筑劳务

12

重交物流

500

普通货运

13

载崟物资

3,000

材料销售

14

潼南重交

1,0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15

武隆重交

800

沥青混合料销售、加工

参股子公司

1

泸州智同

2,632

泸州站生产、销售

2

叙永智同

5,000

持股平台

3

重交检测

350

检测业务

1）大足重交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市大足区重交润通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大足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张红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5MA5UNGAC4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公路、隧道、桥梁的路面特殊铺装技术咨询服务；道路、建筑废旧材料回收及利用；路面

新型材料研发、生产、销售

;

路面沥青材料的冷热再生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沥青及辅助

材料的加工、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

,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

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营业期限

2017

年

6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重交再生持股

100.00%

②主要历史沿革

大足重交成立于2017年6月22日，由重交再生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2）丰都重交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丰都县重交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白水村

1

组

法定代表人 谭良才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2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0339626854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道路、建筑废旧材料回收及利用；路面新型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沥青混凝土及辅助材

料的生产、销售；公路、隧道、桥梁的路面特殊铺装技术咨询服务、路面沥青材料的冷热

再生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书执业）（法律、法规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营业期

2015

年

6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重交再生持股

46.40%

，重庆行千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20.00%

，重庆旺堂源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11.20%

， 重庆迪坚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11.20%

， 重庆犇飚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11.20%

②主要历史沿革

丰都重交成立于2015年6月1日，由重交再生、郑明和郑思松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为500万元，重交再生、郑明和郑思松分别持有58%、28%和14%股权。

2018年11月22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郑明、郑思松将其持有的丰都重交全部股权分别转

让给重庆旺堂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迪坚商贸有限公司持股和重庆犇飚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重庆行千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丰都重交增资125万元，增资后，重庆行千里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丰都重交20%股权。

3）昂程重交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昂程重交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峨眉大道北段

99

号（联检大楼）

1-25-1

法定代表人 郑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7LJR0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路面沥青材料的冷热再生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道路、建筑废旧材料回收及利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沥青混凝土及辅助材料的加

工、生产、销售；沥青路面养护。（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

年

9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重交再生持股

56.00%

，郑明持股

34.00%

，梁元兴持股

10.00%

②主要历史沿革

昂程重交成立于2016年9月11日，由重交再生、郑明和梁元兴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100万元，重交再生、郑明和梁元兴分别持有56%、34%和10%股权。

2018年10月10日，经重交再生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重交再生拟提请昂程重交

股东会注销昂程重交。

③对外投资情况

I.昌都重交

公司名称 昌都市重交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 西藏昌都市昌都经济开发区民族手工业园

1#

楼

2

层

1216Q

法定代表人 唐智波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268.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300MA6T3HRB9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道路建筑废旧材料回收及利用、路面沥青材料冷热再生加工技术咨询服务

;

沥青混凝土

及辅助材料销售

;

路面新型材料研发、销售

;

公路、隧道、桥梁的路面特殊技术咨询服务

;

水

泥、砂石、建筑材料销售

;

沥青路面养护

;

建筑机具设备租赁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昂程重交持股

56.00%

、杨杰持股

34%

、昌都市首佳建材有限公司持股

10.00%

4）江津重交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市江津区重交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郭坝村芋河沟安居房小区

2-7

地块

1

号楼第一层

法定代表人 罗越刚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6MA5YWD6R6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道路、建筑废旧材料回收及利用；路面新型材料研发、生产、销售；路面沥青材料的冷热

再生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沥青混凝土及辅助材料的加工、生产、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8

年

5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重交再生持股

100.00%

②主要历史沿革

江津重交成立于2018年5月3日，由重交再生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500万元。

5）荣昌荣裕

①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市荣昌区荣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宏川阳光家园

1

幢

2

单元

3-3

法定代表人 于荣惠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MA5YY1QQ3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销售：路面新型材料；公路、隧道、桥梁的路面特殊铺装技术咨询服务；道路、建筑废旧材

料综合利用； 路面沥青材料的冷热再生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8

年

6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重交再生持股

70.00%

，荣宗成持股

20.00%

，于荣惠持股

10.00%

②主要历史沿革

荣昌荣裕成立于2018年6月6日，由重交再生、荣宗成、李朝东和于荣惠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

注册资本5,000万元，重交再生、荣宗成、李朝东和于荣惠分别持有55%、20%、15%和10%股权。

2018年10月10日，经重交再生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重交再生拟以0元价格收购

李朝东持有的荣昌荣裕10%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重交再生持有荣昌荣裕65%股权。

2018年12月5日，经重交再生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重交再生拟作价5万元收购

李朝东持有的荣昌荣裕5%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重交再生持有荣昌荣裕70%股权。

③对外投资情况

I.铂铸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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