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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第

二阶段） 
曹妃甸新天液化

天然气有限公司 185.97 26.41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

（曹妃甸—宝坻段） 
曹妃甸新天液化

天然气有限公司 64.17 8.24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

（宝坻—永清段） 
曹妃甸新天液化

天然气有限公司 29.54 2.8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新天绿色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13.62 13.62 

合计 293. 30 51.10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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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低于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国家对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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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天然气行业快速发展，天然气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国家能源体系

中重要性不断提高，但我国储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储气能力较大幅度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导致部分地区冬季供气形势严峻，成为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和行业健

康发展的短板。 

为防范冬季气源短缺风险，加强北方地区天然气储气调峰能力，加快储气设

施的建设，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能源局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快推

进储气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天然气储备能力。该意见提出：“突出规模效应，优

先建设地下储气库、北方沿海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和重点地区规模化 LNG

储罐。鼓励现有 LNG 接收站扩大储罐规模，鼓励城市群合建共用储气设施，形

成区域性储气调峰中心。发挥 LNG 储罐宜储宜运、调运灵活的特点，推进 LNG

罐箱多式联运试点示范，多措并举提高储气能力。”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对于

储气调峰设施的建设要求，对提升区域内天然气储备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2、保障京津冀地区能源供应安全的需要 

为响应国家能源政策，京津冀地区大力发展天然气事业，开展“气代煤”、

“煤改气”工作，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的中的占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随着天然气需求量的递增，天然气供应安全已成为一个重

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目前，华北地区主要调峰气源来自已建的大港、华北储气库群、中石油唐山

LNG、中海油天津 LNG、中石化天津 LNG 等设施。受气候影响，京津冀地区天

然气消费需求的不均衡性非常突出，季节性峰谷差大，调峰量大。近年来，每年

进入采暖季，华北地区天然气用气量大幅提升，该地区供应趋紧，导致在用气高

峰期多次采取限气等应急措施。随着华北地区用气量的增长，未来冬季保供形势

将更加严峻，依靠现有储气库等应急供气设施无法满足京津冀地区的天然气调峰

需求，需要增加新的保供通路和资源。本次募投项目唐山 LNG 项目和外输管线

建设项目地处河北唐山市，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且 LNG 具有储气效率高、调

运方便、气化能力调节灵活等特点，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京津冀地区

储气能力，保障京津冀地区能源供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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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区域管网互联互通，提高干线管输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高干线

管输能力，加快向京津冀地区供气管道建设，增强华北区域供气和调峰能力。加

强区域管网和互联互通管道建设进一步完善主要消费区域干线管道、省内输配气

管网系统，加强省际联络线建设，提高管道网络化程度，加快城镇燃气管网建设。

强化主干管道互联互通，逐步形成联系畅通、运行灵活、安全可靠的主干管网系

统。 

目前京津冀地区国家主干管网有已建的陕京管线系统、天津 LNG 外输管道、

榆济线、鄂安沧线等，规划或在建的有中俄东线、蒙西煤制气外输管道等。本次

募投项目建成后将与上述国家主干输气管道进行互联互通，提高京津冀地区管网

输气调配能力，提高京津冀地区冬季安保供气能力。 

（二）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 

2017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等 13 个部委联合制定《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

见》。意见指出，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

到 202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 10%左右，地下储气

库形成有效工作气量 148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力争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

中的占比提高到 15%左右，地下储气库形成有效工作气量 350 亿立方米以上，将

天然气培育成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截至 2019 年末，我国天

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 3,06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4%，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实

施，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符合国

家能源政策的发展规划，能够起到优化公司业务区域内的能源结构的作用，能够

对保持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供应安全、生态环境

保护的双重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2、京津冀地区清洁能源消费需求大幅增加 

京津冀地处我国环渤海经济区的中心地带，是我国北方经济发达、高耗能产

业集聚、城镇化水平高、人口集中的地区之一，能源使用需求较大。近年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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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大型城市圈效应越发显著，人口流入

明显。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能源消耗需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也一度成为

中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为保障经济可续持发展，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势在必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提出，到 2020 年，京津冀

鲁四省市煤炭消费要比 2012 年净削减 1 亿吨，因此天然气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

能源，在京津冀地区的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根据测算，京津冀地区 2021 年-2030

年间，天然气需求将从 1,403 亿方上涨至 2,313 亿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也

将大幅提升。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有着较好市场需求作为基础。 

3、紧密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为天然气销售业务及风力发电业务。 

在天然气业务板块，公司是华北地区领先的清洁能源公司，是中国石油华北

地区第三大分销商和河北省领先的天然气分销商之一，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

司累计运营天然气管线5,317.54公里、30个城市燃气项目、7座CNG母站。2020

年1-9月份，公司天然气销售量为23.94亿立方米。经过多年的经营，公司在天然

气业务方面拥有一支管理、经营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顺利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提供了良好保障。并且，唐山LNG项目以及唐山LNG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建成

后，将大大提高公司在冬季供气高峰时的调峰供气和管道输气的能力，提升公司

的保障供气能力，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 

4、募投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在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根据当前数据测算，本次

募投项目的项目投资收益和税后利润较为可观，经济效益良好，可以带来较好的

股东回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总投资为 185.97 亿元，拟使用募集

资金为 26.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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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方案 

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港口物流

园区内。本项目第一阶段计划拟建成投产 4 座 20 万方 LNG 储罐、1 座 8-26.6 万

方 LNG 船舶接卸泊位，及相关配套接卸、气化、外输等配套工艺设施，设计接

卸能力 500 万吨/年，计划于 2022 年建成；第二阶段计划拟建成 8 座 20 万方 LNG

储罐（其中 2 座储罐，公司已与唐山皓华签署建设出资合同与委托建设管理合同）、

1 座 1-26.6 万方 LNG 船舶接卸泊位及相关配套接卸、气化、外输等配套工艺设

施，设计接卸能力 500 万吨/年，计划于 2025 年建成。 

2、投资概算 

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概算（万元） 占投资概算比例 

一 LNG 接收站（第一阶段、第二阶

段） 1,471,136.37 79.11% 

1 工程费用 1,270,568.76 68.32% 

  1.1 设备购置费 285,018.51 15.33% 

  1.2 主材购置费 659,622.81 35.47% 

  1.3 安装工程费 99,089.72 5.33% 

  1.4 建筑工程费 226,837.72 12.20% 

2 其他费用 125,246.38 6.73% 

3 预备费 75,321.23 4.05% 

二 码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247,750.78 13.32% 

1 工程费用 199,086.78 10.71% 

  1.1 建安工程费 182,110.99 9.79% 

  1.2 设备购置费 16,875.79 0.91% 

  1.3 其他费用 100.00 0.01% 

2 其他费用 32,456.01 1.75% 

3 预备费 16,207.99 0.87% 

三 建设期利息 84,521.00  4.54% 

四 铺底流动资金 56,262.00  3.03% 

合计 1,859,670.1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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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主体及时间进度 

本募投项目建设主体为曹妃甸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募投项目建

设期预计为 6 年。 

4、项目选址 

本募投项目选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甸头一号路南侧、中石油唐山液

化天然气项目东侧，项目占地面积为 1,302.15 亩。 

5、项目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年平均净利润为 90,064.00 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

为 14.04 年（含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6、项目核准情况 

（1）已于 2019 年 10 月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关于曹妃甸新天液化

天然气有限公司唐山液化天然气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1678 号）； 

（2）已于 2019 年 5 月获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9]70 号）； 

（3）已于 2019 年 5 月获得自然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项目用海预审

意见的函》（自然资函[2019]256 号）； 

（4）已于 2019 年 8 月获得交通运输部出具的《关于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新天

液化天然气项目配套码头工程的意见》（交规划函[2019]569 号）。 

（二）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曹妃甸—宝坻段）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曹妃甸—宝坻段）总投资为 64.17 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为 8.24 亿元。 

1、项目方案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曹妃甸—宝坻段）起于唐山 LNG 接收站，

止于天津市宝坻分输站，管道全长 176.18 公里，管径 1,422 毫米，设计压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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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帕，设计年输气量 112 亿立方米，日最大输气能力 1.6 亿立方米。沿线设置 2

座工艺站场，9 座阀室，并配套建设相关工程设施。 

 

2、投资概算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概算（万元） 占投资概算比例 

一 工程费用 390,038.00 60.78% 

  1.1 设备购置费 154,769.00 24.12% 

  1.2 主要材料费 4,353.00 0.68% 

  1.3 安装费 175,019.00 27.28% 

  1.4 建筑工程费 55,897.00 8.71% 

二 其他费用 185,714.00 28.94% 

三 预备费 46,060.00 7.18% 

四 建设期利息 19,404.00 3.02% 

五 铺底流动资金 458.00 0.07% 

合计 641,675.00 100.00% 

3、项目建设主体及时间进度 

本次募投项目建设主体为曹妃甸公司，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项目属于唐

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的一部分，时间进度将与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

建设进度相匹配，建设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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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选址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曹妃甸—宝坻段）拟建设起自唐山 LNG

项目接收站，止于宝坻分输站。沿线途经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丰南区、天津

市宁河区、宝坻区 4 区。 

5、项目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年平均净利润为 34,168.00 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

为 13.06 年（含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6、项目核准情况 

（1）已于 2019 年 10 月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关于河北新天唐山液化

天然气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曹妃甸-宝坻段）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1677

号）； 

（2）已于 2019 年 5 月获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外输管线项目

（曹宝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9]23 号）； 

（3）已于 2019 年 3 月获得自然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外输管线项目

（曹宝段）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预审字[2019]93 号）； 

（4）已于 2019 年 5 月获得自然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外输管线项目

用海预审意见的函》（自然资函[2019]257 号）。 

（三）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总投资为 29.54 亿元，拟

使用募集资金为 2.83 亿元。 

1、项目方案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起自天津市宝坻分输站，

止于河北省廊坊市永清末站，全长 112 公里，设计年输气量 112 亿立方米，管径

1,422 毫米，设计压力 10 兆帕，日最大输气能力 1.51 亿立方米，沿线设置 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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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室，并配套建设相关工程设施。

 

2、投资概算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概算（万元） 占投资概算比例 

一 工程费用 188,326.00  63.74% 

  1.1 设备购置费 87,806.00 29.72% 

  1.2 主要材料费              3,351.00 1.13% 

  1.3 安装费         78,826.00  26.68% 

  1.4 建筑工程费             18,343.00 6.21% 

二 其他费用 76,766.00  25.98% 

三 预备费 21,207.00  7.18% 

四 建设期利息 8,934.00  3.02% 

五 铺底流动资金 211.00  0.07% 

合计 295,444.00 100.00% 

3、项目建设主体及时间进度 

本募投项目建设主体为曹妃甸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项目属于唐

山 LNG 外输管线项目的一部分，建设进度将与唐山 LNG 项目第一阶段建设进

度相匹配，建设期 2 年。 

4、项目选址 

唐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起自天津市宝坻分输站，

止于河北省廊坊市永清末站。沿线途经天津市宝坻区、武清区，廊坊市安次区、

永清县 4 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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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内年平均净利润为 16,093.00 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

为 13.05 年（含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6、项目核准情况 

（1）已于 2019 年 11 月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关于河北唐山 LNG 接

收站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1842 号）； 

（2）已于 2020 年 3 月获得生态环境部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外输管线项目

（宝永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0]42 号）； 

（3）已于 2019 年 8 月获得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出具的《关于唐山 LNG 外输管

线项目（宝永段）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2019]1340 号）。 

（四）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13.6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银行贷款，满足公司规模不断扩张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

为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项目必要性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满足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带来的资金需求 

近年来，公司的业务规模及营业收入规模均呈持续增长之势。公司所处风电

及燃气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伴随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也将日益旺盛；同时，公司当前存在较多优质的储备项目，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流动资金的补充将有效缓解公司发展的资金压力，提升公司日常经营效率。 

（2）优化资本结构、增强资金实力 

公司最近几年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方式解决，包括银行贷款和发

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方式。报告期各期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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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4%、67.90%和 69.23%。目前，公司财务杠杆利用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影响了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 

募集资金到位后，有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水平并降低公司流动性风险。长

期而言，能够提升公司债务融资能力和空间，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求，为公

司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3）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公司经营效益 

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品质提供了资

金支持和保障，但由此产生的财务费用也降低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本次采取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融资来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可缓解公司为发展各项业务而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解决营运资金缺口的部分需求，

有助于控制付息债务的规模，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的支出，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

绩。 

3、结论 

综上，董事会认为，通过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有利于进一步壮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及综合实力，提高公司经营效益，优化资本结

构，为未来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现有天然气业务，本项目建成后，将增

加公司的天然气储存及供应能力，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市场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壮

大，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并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将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将降

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进一步提升，有助于提升公司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将增加，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可

能会被摊薄。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水平，预计项

目投产后将提升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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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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