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20

2020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A19版）

采用水封爆破、向预爆区洒水、钻孔注水等措施，人为地提高矿岩湿度；对于爆破后石方装卸过程中产生

的粉尘，洒水是降低空气含尘量的最有效的措施；对于运输期间造成的扬尘污染，可以采取①洒水车洒

水，或沿路铺设洒水器向路面洒水；②路面喷洒吸湿性强的钙或镁盐溶液；③路面表层中掺入粉状和粒状

氯化钙；④用乳液处理路面等措施抑制扬尘污染。

7、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如下表所示：

8、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投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7,000万元，达产年净利润为3,630万元，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4.90%，税后投资回收期为5.16年。

（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在现有厂区内组织实施，新建建筑面积总计3100㎡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增各种科

研设备仪器50台（套），项目总投资4,984万元。

2、项目实施背景

随着我国民爆器材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公司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电子信息、互联网等技术的快速成长和成熟，大大推进了民爆生产技术的科技进步。此外国家对军

民融合发展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持续提升

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公司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指出“努力创建国家级民爆装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中

心），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机制，研发推广安全环保、性能优良的工业炸药及其制品，加强新工艺、新技术、新

材料、新设备的研发。 ”为此，公司拟在原有的技术研发中心位置新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立更加完整

的研发管理体制，鼓励技术人员的创新。 公司决定投入资金，对现有研发设施及检测试验设备、设计软件

等进行改进升级，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检测水平。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预计2020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人员规模将达到150人左右。 现有研发办公

环境和分散式办公场地已经不能满足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需要拥有一个完整、相对集中的

研发办公和实验环境，以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本项目拟建设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仅满足公司日常科

研的需要，还将大大增强公司在起爆器材领域的研发实力，帮助公司获得高端研发管理和技术人才资源。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4,984.00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4, 984.00 100.00%

1.1 建筑工程费 793.31 15.92%

1.2 安装工程费 79.33 1.59%

1.3 室内外装修工程费 863.35 17.32%

1.4 仪器、设备采购费 3, 156.00 63.32%

1.5 工程建设其他费 44.41 0.89%

1.6 预备费 47.60 0.96%

2 总投资 4, 984.00 100.00%

4、项目选址

本项目拟建设在本公司自有工业用地上，不再新增土地。

5、项目环境保护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及科研仪器购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

物及其减轻和预防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如下：

（1）主要污染物

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施工噪声、固体废弃物和废水。

①废水：项目主要废水为生活污水，废水经二级生活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排放。

②固体废弃物：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生活垃圾、实验产物等。其中易燃易爆废物在公司销毁场

地进行销爆、焚烧等销毁处理；化学品包装桶、箱等作为危险废物，由原料供应厂家回收。生活垃圾由市政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送城市垃圾场处理。

③施工噪声：项目建设期施工噪声污染主要来自各种车辆运输、混凝土搅拌、道路施工等，噪声功率

几乎都在100dB（A）以上。 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噪声。

（2）环境保护措施

该项目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机械设备噪音及施工过程中粉尘对周围人群和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 施

工噪音将按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严加控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机械噪声。尽量缩短工

期，合理安排混凝土振运棒、电锯等噪音较大的设备的使用时间和场所，减少对周围单位和居民正常工作

和休息影响。 施工期间尽量选用烟气量较少的内燃机械和车辆，减少尾气污染，施工道路经常保持清洁、

湿润，以减少汽车轮胎与路面接触而引起的场尘污染，同时车辆应限速行驶。项目施工场地周围树立高于

3米简易屏障，或在使用机械设备旁树立屏障，减少施工机械的噪声影响。 混凝土拌和等高噪声作业及施

工车的进出口，施工车工作场地尽量平整，减少颠簸声，以减少施工噪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6、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如下表所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为本公司的经营提供了长期的技术支撑。 项目本身不直接产生经济效

益，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划的技术研发方向和产品研发方向紧密围

绕着市场需求开展，将为公司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供技术支持。

（三）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子公司屯留金辉负责组织实施， 募集资金用于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改项目，将

屯留金辉公司生产区内现有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产能由6,000吨/年增加4300吨/年， 调增至10,300吨/年，

本项目总投资3,152.72万元。

2、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2017年6月，全国民爆行业科技工作座谈会在四川绵阳召开，会议提出：“提高生产许可准入门槛。 从

2018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年逐步淘汰生产许可产量低于6,000吨、8,000吨、10,000吨的包装炸药生产线，

引导企业积极实施重组整合。 今后原则上所有新建、改建工业炸药生产线均应实现1.1级工房内定员不超

过5人。 届时达不到要求的，将不得给予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 ”

2018年11月， 工信部颁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信部安全

〔2018〕237号），明确要求：1、年产10,000吨及以下的低水平工业炸药生产线应进行合并升级改造，或将其

产能转换为现场混装炸药生产能力；2、2020年底前， 将危险等级为1.1级的工业炸药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

员压减至6人（含）以下、工业炸药制品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压减至9人（含）以下；生产线技术条件不

符合要求的，不再延续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

目前，屯留金辉现有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的产能为6,000吨/年，生产线的定员为9人，其中1.1级工房

固定操作人员为7人。该生产线现状已经无法满足民爆行业政策的部分相关要求，对现有膨化硝铵炸药生

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非常必要。

2018年7月，工信部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能调整的复

函》（工安全函[2018]78号）文件，文中批示“同意山西壶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屯留生产点6000吨/年膨

化硝铵炸药生产线产能增加4300吨，调增至10300吨/年。 ”

3、项目市场前景

屯留金辉厂区周边非煤矿山众多，对膨化硝铵炸药需求旺盛，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周边对炸药

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市场前景广阔。 屯留县是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所辖的一个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上

党盆地西侧，东越太行直达冀鲁，南经晋城可探中原，西连临汾能通陕甘，北跨晋中可依太原，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交通便利，对外省销售膨化硝铵炸药有着较大的优势。 随着公司对外省地区的市场开发力度，将

促进公司膨化硝铵炸药销售量的增长。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3,152.72万元，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3, 152.72 100.00%

1.1 土建工程 30.60 0.97%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2, 699.00 85.61%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44.66 7.76%

1.4 预备费 178.46 5.66%

2 合计 3, 152.72 100.00%

5、材料及辅助材料的供应

材料供应主要包括硝酸铵、油相材料、木粉和消焰剂（食盐）的供应，由供应科负责采购。

6、项目选址

本项目利用现有生产条件，不再新增土地。

7、项目环境保护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1）本项目设计时遵守的环保标准

①（87）国环字第00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②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③硝酸铵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④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⑤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限值；《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中2类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⑥生活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

（2）本项目主要污染物

①空气污染源及污染物：本生产线工房在硝酸铵破碎储运过程产生的废气仅有微量粉尘，基本无有

害气体排放。 工房内设防爆型轴流风机加强通风换气，粉尘排出室外对空气不会造成超标污染。

②地表水环境：本工程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0.32m3/d,预计生活污水原水

水质SS≤150mg/L，COD≤200mg/L，BOD≤120mg/L。

③噪声污染源：噪声污染主要来自工房内生产设备如：各种泵类、空气压缩机、硝酸铵破碎机等产生

的噪声，噪声源强为:60-85dB(A)。

④固体废物污染源及污染物：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产固废以及生活垃圾。 生产固废主

要为硝酸铵等原料的包装袋；生活垃圾以0.5kg/人.d计算，垃圾产生量为5kg/d。

（3）环境保护方案

①环境空气污染防治：各危险性工房内通过强制抽风快速扩散，车间产生无组织气体通过强制抽风

快速扩散，加上门窗的空气流通，降低粉尘排放浓度。 能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界外浓度最高点≤1.0mg/m3。

②污、废水治理措施：本工程中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室外排水检查井排入室外排水管网，进

入化粪池，定期清淘；生产废水经室外隔油沉淀池处理后用作绿化。

③噪声防治：本工程噪声源为工房内各种机械设备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如空压机、破碎机等。

设计中对破碎机等易产生噪声的设备单独布置房间隔离；锅炉房的鼓风机、引风机等设备安装减震、隔振

垫降噪措施，随距离传播衰减，其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Ⅱ类标准。

④固体废物处理及利用：本工程产生的硝酸铵等原料的包装袋，由供货商回收再利用。产生的生活垃

圾属于一般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不随意倾倒，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8、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如下表所示：

9、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投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年销售收入按照新增加产能4300吨/年核算，预计可新增年销售

收入2,451万元，达产年净利润为478.59万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3.18%，税后投资回收期为5.02年。

（四）胶状乳化炸药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子公司金星化工负责组织实施，募集资金用于胶状乳化炸药技术改造项目，将金星生

产点12,000吨/年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产能减少1600吨/年，调减至10,400吨/年，拆除5,000吨/年改性铵油

炸药生产线，本项目总投资695.35万元。

2、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2017年6月，全国民爆行业科技工作座谈会在四川绵阳召开，会议提出：“提高生产许可准入门槛。 从

2018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年逐步淘汰生产许可产量低于6,000吨、8,000吨、10,000吨的包装炸药生产线，

引导企业积极实施重组整合。 今后原则上所有新建、改建工业炸药生产线均应实现1.1级工房内定员不超

过5人。 届时达不到要求的，将不得给予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 ”

2018年11月， 工信部颁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信部安全

〔2018〕237号），明确要求：1、年产10,000吨及以下的低水平工业炸药生产线应进行合并升级改造，或将其

产能转换为现场混装炸药生产能力；2、2020年底前， 将危险等级为1.1级的工业炸药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

员压减至6人（含）以下、工业炸药制品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压减至9人（含）以下；生产线技术条件不

符合要求的，不再延续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

目前，金星化工有一条胶状乳化炸药，许可能力为12,000吨/年，生产线定员为9人。该生产线目前已经

无法满足民爆行业政策的部分相关要求， 对现有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非常必要。 2018年7

月，工信部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能调整的复函》（工安全

函[2018]78号）文件，文中批示“同意山西壶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金星生产点12000吨/年胶状乳化炸药

生产线产能减少1600吨。 调减至10400吨/年，拆除5000吨/年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 ”

3、项目市场前景

乳化炸药具有很好的抗水性，其爆炸性能好，机械感度低，安全性好，同时成本低于水胶炸药。 目前，

乳化炸药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应用，适用于各种地下或露天爆破工程。 金星化工生产的乳化炸药在长治

市及周边市场占有率较高，用户反应良好，销售市场比较稳定，市场前景较好。本次技术改造后，胶状乳化

炸药生产线实现了全线生产人数不超过5人，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生产效率和安全系数将得到进一步提

高，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695.35万元，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695.35 100%

1.1 土建工程 87.25 12.55%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 455.00 65.43%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3.74 16.36%

1.4 预备费 39.36 5.66%

2 合计 695.35 100.00%

5、材料及辅助材料的供应

材料供应主要包括硝酸铵、硝酸钠、乳化剂和石蜡等，由供应科负责采购。

6、项目选址

本项目利用现有生产条件，不再新增土地。

7、项目环境保护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1）本项目设计时遵守的环保标准

①国务院002号文1987年3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②国务院第253号令1998年11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③硝酸铵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④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⑤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限值；《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中2类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本项目主要污染物

①地表水环境： 该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 生产污废水。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SS、CODcr、

BOD5等。

②大气环境：水油相制备工房中硝铵投料间内在硝酸铵投料过程中会产生微量硝酸铵粉尘。

③固体废物：厂区内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产固废以及生活垃圾。 生产固废主要为硝酸铵等原料的

包装袋。

④噪声：该项目噪声源主要是输送泵、运输机、装药机、包装机等设备。声压等级dB（A）为85dB（A），

为稳定噪声源。

（3）环境保护方案

①环境空气污染防治： 水油相制备工房的投料间内产生的无组织硝铵粉尘通过强制抽风快速扩散，

加上门窗的空气流通，降低粉尘排放浓度。 能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新污染

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界外浓度最高点≤1.0mg/m3。

②污、废水治理措施：生活污水经室外排水管网排至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经室外隔油沉淀

池处理后排至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出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二级标准后，外排。

③噪声防治：本工程噪声源为工房内各种机械设备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泵等设备安装减震、隔

振垫降噪措施，随距离传播衰减，其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的Ⅱ类标准。

④固体废物处理及利用：本工程产生的硝酸铵等原料的包装袋，由供货商回收再利用。产生的生活垃

圾属于一般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不随意倾倒，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8、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如下表所示：

（五）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扩能改造和14000吨/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

系统改造项目

1、年产10300吨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子公司阳城诺威负责组织实施， 募集资金用于年产10,300吨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

改造，将阳城生产点8,000吨/年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产能增加2300吨/年，调增至10,300吨/年，项目总投资

金额1,280万元。

（2）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2017年6月，全国民爆行业科技工作座谈会在四川绵阳召开，会议提出：“提高生产许可准入门槛。 从

2018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年逐步淘汰生产许可产量低于6,000吨、8,000吨、10,000吨的包装炸药生产线，

引导企业积极实施重组整合。 今后原则上所有新建、改建工业炸药生产线均应实现1.1级工房内定员不超

过5人。 届时达不到要求的，将不得给予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 ”

2018年11月， 工信部颁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民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信部安全

〔2018〕237号），明确要求：1、年产10,000吨及以下的低水平工业炸药生产线应进行合并升级改造，或将其

产能转换为现场混装炸药生产能力；2、2020年底前， 将危险等级为1.1级的工业炸药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

员压减至6人（含）以下、工业炸药制品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压减至9人（含）以下；生产线技术条件不

符合要求的，不再延续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

阳城诺威现有一条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许可能力为8000吨/年，生产线定员为9人。 该生产线目前已

经无法满足民爆行业政策的部分相关要求，对现有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非常必要。 2018年7

月，工信部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能调整的复函》（工安全

函[2018]78号）文件，文中批示“同意山西壶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阳城生产点8000吨/年粉状乳化炸药

生产线产能增加2300吨/年，调增至10300吨/年” 。

（3）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金额1,280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1, 280 100%

1.1 建安工程费 1, 069.53 83.55%

1.2 其他费用 138.17 10.79%

1.3 预备费 72.46 5.66%

2 合计 1, 280 100.00%

（4）材料及辅助材料的供应

材料供应主要包括硝酸铵等，由供应科负责采购。

（5）项目选址

本项目利用现有生产条件，不再新增土地。

（6）项目环境保护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①本项目设计时遵守的环保标准

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Ⅱ国务院002号文1987年3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Ⅲ国务院第253号令1998年11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Ⅳ硝酸铵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Ⅴ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二级标准；

Ⅵ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Ⅶ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限值。

②本项目主要污染物

Ⅰ地表水环境： 该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 生产污废水。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SS、CODcr、

BOD5等。

Ⅱ大气环境：水油相制备工房中硝铵投料间内在硝酸铵投料过程中会产生微量硝酸铵粉尘。

Ⅲ固体废物：厂区内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产固废以及生活垃圾。 生产固废主要为硝酸铵等原料的

包装袋。

Ⅳ噪声：该项目噪声源主要是输送泵、运输机、装药机、包装机等设备。声压等级dB（A）为85dB（A），

为稳定噪声源。

③环境保护方案

Ⅰ环境空气污染防治： 水油相制备工房的投料间内产生的无组织硝铵粉尘通过强制抽风快速扩散，

加上门窗的空气流通，降低粉尘排放浓度。 能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新污染

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界外浓度最高点≤1.0mg/m3；

Ⅱ污、废水治理措施：生活污水经室外排水管网排至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经室外隔油沉淀

池处理后排至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出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二级标准后，外排；

Ⅲ噪声防治：本工程噪声源为工房内各种机械设备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泵等设备安装减震、隔

振垫降噪措施，随距离传播衰减，其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的Ⅱ类标准；

Ⅳ固体废物处理及利用：本工程产生的硝酸铵等原料的包装袋，由供货商回收再利用。产生的生活垃

圾属于一般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不随意倾倒，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Ⅴ环境管理：为使环保措施落实并正常发挥作用，工厂已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并建

立污染档案。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和标准，切实做到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7）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为1年。

（8）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投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379.82万元，达产年净利润为2,202.65

万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41.80%。

2、年产14,000吨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系统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子公司阳城诺威负责组织实施， 募集资金用于年产14,000吨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

药生产系统建设项目，本项目总投资金额2,000万元。

（2）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民用爆炸物品“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未来民爆行业的发展目标为“现场

混装炸药占工业炸药比重突破30%” 。 现场混装生产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作业方式，消除了炸药生产运输、

储存及装药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对提升炸药安全性非常必要。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2018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能

调整的复函》（工安全函[2018]78号）文件，文中批示“同意给予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0吨/年现

场混装炸药产能支持，原许可建设在金星生产点的12000吨/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系统不再

建设，改为在阳城生产点新建年产14000吨/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系统。 ”

（4）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分析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原材料丰富、价格合理、生产工艺简单。 在露天煤矿、金属矿山和大型爆破工程项

目中普遍使用。 现场混装炸药车实现了制药和装药机械化，从原材料储备和运输过程中都不产生成品炸

药。消除了商品炸药生产、运输、储存及装药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对环境也不会造成污染，真正实现了炸

药生产与爆破施工的本质化安全。 自投放市场以来，以优良稳定的运行及爆破效果、低的价格、优化的炸

药配方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赢得了广大用户的欢迎和信赖。 阳城诺威计划新建的铵油炸药

地面制备站主要为周边岩石矿山企业提供现场混装铵油炸药， 炸药需求用户主要辐射范围为公司周边

200km内。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2,000万元，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2, 000.00 100%

1.1 建安工程费 1, 719.00 85.95%

1.2 其他费用 168.00 8.39%

1.3 预备费 113.00 5.66%

2 合计 2, 000.00 100.00%

（6）材料及辅助材料的供应

材料供应主要包括多孔粒状硝酸铵、轻柴油等，由供应科负责采购。

（7）项目选址

本项目利用现有生产条件，不再新增土地。

（8）项目环境保护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①本项目设计时遵守的环保标准

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Ⅱ国务院002号文1987年3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Ⅲ国务院第253号令1998年11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Ⅳ硝酸铵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Ⅴ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二级标准；

Ⅵ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Ⅶ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限值。

②本项目主要污染物

Ⅰ地表水环境：本工程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冲洗地面及设备排水。 污水产生量为2.88m3/d,

预计污水原水水质SS≤300mg/L，NH3≤150mg/L，COD≤200mg/L。

Ⅱ大气环境：硝酸铵在储运、上料过程中会产生硝酸铵粉尘，粉尘的排放量约为0.036kg/h，15kg/a。

Ⅲ固体废物

a.生活垃圾：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0.5kg/人.d计算，垃圾产生量为5.0kg/d，1.25t/a，均属于一般固体

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不随意倾倒。

b.生产固废：本项目的生产固废为硝酸铵等原料的包装袋，估算原料包装袋年生产量约为12.25t。

Ⅳ噪声：本工程噪声源主要是上料塔、混装车等设备，声压等级dB（A）为85dB（A），为稳定噪声源。

③环境保护方案

Ⅰ水污染防治：混装车车库及洗车产生的冲洗污水分别经隔油沉淀后排至室外污水排水管网,最终

排至厂区现有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经处理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二级标准

后，外排；

Ⅱ大气污染防治：硝酸铵粉尘通过自然扩散对环境影响小，能达到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厂界外浓度最高点≤

1.0mg/m3；

Ⅲ固体废物处理：本工程产生的废弃原料包装袋应分别进行收集，由供货商或其他相关企业负责回

收综合利用；

Ⅳ噪音：本生产线采用低噪音设备，对电机等产生噪音设备底座增加防震垫，并通过墙阻隔以及利用

植被减噪防噪等措施，项目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

（9）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为1年。

（10）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投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7,000万元， 达产年净利润为2,596.28万

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13.97%。

（六）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1、项目概况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结合公司业务发展

布局，公司拟投入8,00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

安全、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2、营运资金需求测算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营运资金总额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经营性流动资产 20, 831.37 20, 007.26 17, 158.52

经营性流动负债 4, 989.04 5, 107.98 4, 872.28

营运资金 15, 842.33 14, 899.28 12, 286.24

营业收入 50, 018.76 45, 735.72 43, 600.47

营运资金/营业收入 31.67% 32.58% 28.18%

注：营运资金=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其中，经营性流动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和存货；经营性流动负债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

报告期各期，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43,600.47万元、45,735.72万元和50,018.76万元， 复合增长率为

7.11%。 按照7%的增长率测算未来三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53,520.07万元、57,266.48万元和61,275.13万

元。 按照报告期内公司营运资金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30.81%测算，2020-2022年公司所需的营运资金

分别为16,489.53万元、17,643.80万元、18,878.87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预测数 53, 520.07 57, 266.48 61, 275.13

营运资金预测数 16, 489.53 17, 643.80 18, 878.87

综合考虑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逐步实施后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有同行业产业并购需求等因

素，未来三年，公司将面临收入增长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因此，公司拟投入8,000.00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以缓解营运资金压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3、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的管理安排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上述营

运资金进行管理。 公司将采取的措施如下：

（1）设立专户管理：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将该部分资金

存储在董事会决定设立的专门账户；

（2）严格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将紧紧围绕主营业务进行资金安排，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规划，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4、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后，在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短期内公司将面临净资产收益率

下降的风险。 但补充营运资金可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增强资产流动性，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进一步推

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扩大业务规模，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实现公司稳步健康发

展。 因此，从长远看，将对公司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产生积极作用。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时，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提供的其他资料外，应特别考虑下述

各项风险因素。

1、宏观经济周期风险

民爆行业作为基础性产业，肩负着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任务。民爆产品广泛用于矿山开采、冶

金、交通、水利、电力和建筑等领域，由于其在采矿业、基础工业、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因而民爆器材的需求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较大。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基础设施建

设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通常相对较大，对矿产品的需求较大，从而对民爆产品的需求旺盛；当宏观经济低

迷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放缓，采矿业一般开工不足，从而导致对民爆产品需求降低。

尽管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的阶段，经济建设对民爆行业未来一定时

期内的发展形成了较稳固的保障，但若未来国家经济增速回落、基础建设投资放缓，对民爆产品的整体需

求也将降低，这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安全风险

民爆器材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属于高风险行业，因而安全生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公司自设立以

来，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但由于民爆行业固有的高风险性、爆破现场环境和气候的复杂性、民爆器材质量不

合格、爆破施工人员操作不当等原因，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

3、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原材料成本是民爆产品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对发行人主要产品的生产成

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根据国家出台的《关于放开民爆器材出厂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不再对民爆产

品实行政府指导定价，而改为市场化定价；但考虑到民爆产品产能过剩的现状，若原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

动，而由于民爆行业的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原因，民爆企业难以将该波动带来的影响完全转嫁给下游企

业，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构成影响。

4、行业特有经营模式所致的风险

目前，我国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实行许可证制度，所有流程都由主管部门严格监

管。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不得从事爆破作业。

在生产环节， 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企业在取得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

证》后方可按照核定的品种和产能进行生产。

在销售环节，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在取得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爆行业主管部

门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后方可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

品生产许可证》，可以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

民爆行业特有的许可证制度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的产能、产量的管控，一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安全风险、稳定市场、避免无序竞争、保证了行业内企业的合理利润水平的作

用；另一方面公司根据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和上下游行业变化及时调整产能、产量的自主性较小，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发展空间和盈利能力。 若未来我国民爆行业政策、特有的许可证制度和管控模式发生

变化，公司不能及时适应行业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5、行业政策风险

根据《“十二五”规划》，“民爆行业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深入推进产业组织结构调整重组，做

强做大优势企业， 促进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着力培育3-5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打造20家左右跨地区、跨领域、具备一体化服务能力的骨干企业，引领民爆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支持

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开展并购重组，鼓励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上下游企业资源整合和延伸，推进一体化

进程，使优势资源向龙头和骨干企业集中，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布局；以骨干企业为载体，建

立较为完备的科研生产基地，实现民爆行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十三五”规

划》提出，推动民爆生产、爆破服务与矿产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有机衔接，推进生产、销售、爆破作业

一体化服务，鼓励民爆企业延伸产业链，完善一体化运行机制，提升一体化运作水平。 上述行业发展目标

将对企业规模小、装备技术平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的民爆企业造成一定的生存压力，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

企业将顺应行业发展方向，扩大规模，提升其市场占有率。

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爆破服务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

力。 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满足《“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的要求，不能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有可

能面临存在失去竞争优势的风险，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受到影响。

6、经营资质可能缺失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爆破服务，均需在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等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资质的前提下进行，且公司必须遵守各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经营，以确

保持续拥有相关经营资质。 若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出现违反相关法规的情况，则将可能被暂停或吊销已有

的经营资质，或者导致相关经营资质到期后无法及时延续，将会直接影响到本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

7、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民爆器材及爆破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本公司的市场形象，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

保证质量，公司已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未曾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但是，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和业务区域的扩大，质量控制的难度相应加大，如果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控制措施不能满

足业务快速增长的需要，则将造成公司民爆器材及爆破服务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其业内品牌知名度，造

成原有客户和潜在客户流失。

8、市场拓展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各类工业炸药和起爆器材等民爆器材。 随着民爆行业产业链逐渐向下游延伸，爆破

一体化业务在民爆产品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将给公司提供发展机遇，但也对公司的业务能力造

成新的挑战。 如果公司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形势，不能进一步开展新业务、拓展新市场，则将面临增长速

度放慢甚至市场份额下降等不利局面。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境外业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出口业务受境内外法律法规、经

营环境差异、外交政策及贸易保护等方面的影响较大，若境外客户所在地法律法规和经营环境等发生变

化或境外客户单方面发生违规行为，也可能对公司出口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9、人才缺失风险

民爆行业对企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及素质要求较高。 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已逐渐培养了一

支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一批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爆破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但是由于民爆行业的快

速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对行业内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公司在未来行

业竞争中将可能面临专业人才缺失的风险。

10、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

按15.0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3年11月9日，公司经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国家

税务局及山西省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1314000053，认定有效期3年。 公司于

2016年8月向山西省科技厅提交了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申请材料，并于2017年3月取得了新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1614000276，发证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有效期三年。 2017年度至2018

年度公司享受15.00%所得税优惠税率，2019年度所得税按15.00%预缴。

根据《关于山西省2019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0]61号），公司已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编号：GR201914001117），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暂未收到“高新企业证

书” 。 今后，若公司未能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将不能继续

享受上述税收优惠，则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11、商誉减值的风险

公司于2011年收购阳城诺威，该次收购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该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合并成

本大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4,554.14万元确认为商誉。 2015年，经对上述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公司对

上述商誉计提减值268.5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4,285.64万元。公司每年对商誉

是否发生减值进行测试。 如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就其差额

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首先递减分摊至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如果

未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或商誉相关资产组经营状况恶化，不排除公司继续对上述商誉计提减值的可

能，从而造成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12、规模扩张的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会面临市场开拓、资源整合及业务规模扩大等方面的挑战，如果本

公司管理层素质及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司规模

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公司市场竞争力。

1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新增固定资产折旧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将大幅上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前，由于

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在建设期和投产期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将会给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

压力。如果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募集资金项目不能如期产生效益或实际收益大幅度低于预期的收益，公司

将面临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大量增加而导致的净利润下滑的风险。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预期收益水平的风险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工艺技术方案、机器设备选型、材料供应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缜密的分

析，且综合考虑了公司的未来经营状况、市场前景及宏观环境，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计划能否按时

完成、项目的实施过程是否顺利、实施效果是否良好，均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如果出现经营不善、

募集资金不到位、宏观经济形势或关联行业景气度发生变化等各种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着达不

到预期收益水平的风险。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拓展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实现向行业产业链下游的延伸， 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如果公司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行业竞争环境变化、销售渠道变化等形势，不

能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则将面临市场销售及推广的风险，从而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规模不能及时

消化。

14、实际控制人控制失当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秦跃中先生；本次发行后，秦跃中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的本公司股

权比例仍超过50%，对本公司经营决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公司目前已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得到有效的

规范运行，但如果秦跃中先生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对本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决策、利润分配、人事

安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实施不当影响或侵占公司利益， 则存在可能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风

险。

15、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投入当年不可能完全发挥

最大效益，预计本次发行当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会明显下降，由此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短期内下

降的风险。

16、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很大，投资收益与风险共存。本公司业绩水平、股市供求关系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变

化、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投资者心理的变化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本公司股票的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影

响本公司股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投资者应该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有充分的了解。

17、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未为部分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尽管公司及主

要子公司已取得当地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无处罚证明，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如

政府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机构因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未为全体员工及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对其予以追缴、补缴或行政处罚；或者发生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员工因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未为员工足额、及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要求补缴相关费用的情形，其承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以

及产生的其他全部费用，保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但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可能面

临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续受到处罚或追缴的风险。

18、部分租赁房产、土地存在瑕疵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凯利达包装、盛安民爆及子公司存在租赁合同未备案、部分租赁房产

的出租方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以及租赁使用划拨地、农用地或集体土地及其上建造的房产的情形。 凯利

达包装主营业务为包装材料生产、销售，并非发行人主要生产企业，盛安民爆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民爆

产品的销售，不涉及生产活动，前述瑕疵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不大，相关出租方已出具说明及承诺，就瑕

疵情况向承租方承担赔偿责任，且公司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公司及子公司如因使用的土地、房产涉及的法

律瑕疵而导致该等房地产被征收、拆除或拆迁，被有权部门处罚，或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者出现任何纠

纷，由此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本人将就公司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扣除取得的各种补偿、赔偿外）全

额承担赔偿责任” ，尽管如此，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可能面临搬迁并由此支出停工、搬迁费用，被相关主管部

门要求整改／处罚，相关租赁合同存在无效或提前终止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本节重大合同指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超过500万元的合同， 或者交易金额虽未

超过500万元，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1、重大业务合同

（1）销售合同

序号 销售主体 合同签署对方 产品类型 采购量 执行年度

1

发行人

山西金恒化工集团民爆器材

经营有限公司

工业电雷管 300万发 2020年

地震勘探雷管 2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50万发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200吨 2020年

阳城诺威 粉状乳化炸药 500吨 2020年

2 屯留金辉 忻州同德 膨化硝铵炸药 2, 000吨 2020年

3

发行人

同联民爆

数码电子雷管 6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20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140万发 2020年

塑料导爆管 50万米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100吨 2020年

阳城诺威 粉状乳化炸药 100吨 2020年

4

发行人

山西焦煤化工吕梁民爆有限

责任公司

数码电子雷管 5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10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60万发 2020年

屯留金辉 膨化硝铵炸药 800吨 2020年

5

发行人

阳泉市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

司

数码电子雷管 2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30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100万发 2020年

地震勘探雷管 2万发 2020年

塑料导爆管 5万米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200吨 2020年

6

发行人

临汾骏铠

数码电子雷管 6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15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250万发 2020年

塑料导爆管 130万米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1, 200吨 2020年

屯留金辉 膨化硝铵炸药 400吨 2020年

阳城诺威 粉状乳化炸药 200吨 2020年

7

发行人

北化关铝

数码电子雷管 10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100万发 2020年

屯留金辉 膨化硝铵炸药 1, 000吨 2020年

阳城诺威 粉状乳化炸药 2, 000吨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200吨 2020年

8

发行人

太行民爆

数码电子雷管 3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400万发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1, 200吨 2020年

阳城诺威 粉状乳化炸药 4, 000吨 2020年

屯留金辉 膨化硝铵炸药 500吨 2020年

9

发行人

石家庄华岩兴赞爆破工程有

限公司

数码电子雷管 40万发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400吨 2020年

10 发行人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工业电雷管 145万发 2020年

胶状乳化炸药 800吨 2020年

11 发行人 神华物资集团民爆有限公司

数码雷管连接

导线

242万米 2020年

数码电子雷管 31万发 2020年

12

发行人

安阳泰峰土石方爆破有限公

司

数码电子雷管 10万发 2020年

膨化硝铵炸药 1, 000吨 2020年

乳化炸药 100吨 2020年

屯留金辉 膨化硝铵炸药 1, 000吨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100吨 2020年

13 发行人

山东黄金矿业（玲珑）有限公

司

数码电子雷管 2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85万发 2020年

14

发行人

磁县宏诚爆破有限公司

数码电子雷管 1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50万发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200吨 2020年

屯留金辉 膨化硝铵炸药 500吨 2020年

15

发行人

乡宁县鑫晟爆破服务有限公

司

数码电子雷管 2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5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25万发 2020年

塑料导爆管 10万米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100吨 2020年

阳城诺威 粉状乳化炸药 400吨 2020年

16

发行人

临汾市万鸿安爆破有限公司

数码电子雷管 10万发 2020年

工业电雷管 20万发 2020年

导爆管雷管 30万发 2020年

金星化工 胶状乳化炸药 500吨 2020年

17 发行人 滦平泰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数码电子雷管 100万发 2020年

起爆具 100万发 2020年

18 阳城诺威 阳泉市平安爆破中心 粉状乳化炸药 1, 000吨 2020年

19 发行人 青岛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雷管 150万发 2020年

20 发行人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

司

导爆管雷管 50万发 2020年

乳化炸药 1, 400吨 2020年

（2）原材料采购合同

序号 采购主体 合同签署对方 产品类型 采购量 价格 执行年度

1

屯留金辉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硝酸铵 1, 800吨 市场价 2020年

硝铵水溶液 4,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金星化工

硝酸铵 500吨 市场价 2020年

硝铵水溶液 5,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2

金星化工

陕西恺欣化工有限公司

硝酸铵 3,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阳城诺威 硝酸铵 6,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屯留金辉 硝酸铵 1,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3

屯留金辉

河南永昌硝基肥有限公司

硝铵水溶液 2,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金星化工 液体硝酸铵 5, 000吨 市场价 2020年

4 发行人 无锡盛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延期模

块

500万片 市场价 2020年

起爆器 100台 市场价 2020年

2、其他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2015年12月1日，山西省政府投资资产管理中心与壶化股份签订《特别流转金投资协议书》（晋资管

协议（2010-D1121）T027�号）， 由山西省政府投资资产管理中心投入 300�万元用于 “信息化建设项

目” ，投资期限10年，自2011年4月15日至2021年4月14日止。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三）重大诉讼与仲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

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有关各方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跃中

住所：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城北

联系电话：0355-8778082转8216

传真：0355-8778413

联系人：张宏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振杰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电话：010-84183340

传真：010-84183221

保荐代表人：许捷、赵英阳

项目协办人：张翔

其他项目组成员：蒲江、薛虎、刘临宣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

联系电话：010-66090088

传真：010-66090016

经办律师：李大鹏、何敏、唐诗

（四）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验资复核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叶韶勋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锡光、唐松柏

（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青华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13层

联系电话：010-58383636

传真：010-65547182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何俊、吕发钦

（六）股票登记机构

名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25楼

电 话：0755-25938000

传 真：0755-25988122

（七）收款银行

名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户名：216200100100243552

二、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2020年9月7日

开始询价推介日期 2020年9月2日至2020年9月2日

刊登定价公告日期 2020年9月7日

网下申购日和缴款日期 2020年9月8日、2020年9月10日

网上申购日和缴款日期 2020年9月8日、2020年9月10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到发行人及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询。查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2：30～4：30。

2、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