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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60,000.00 万元（含），

该募集资金规模系考虑扣除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金

额超出前次募集资金总额 30%的部分等因素后确定的。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将用于以下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50万吨双甘膦项目 
1,671,265.76 460,000.00 

合计 1,671,265.76 460,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

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万吨双甘膦项目 

2、实施主体：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四川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桥化工工业园区 

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公司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拟建设 50万吨/年双甘膦产品生产线，主要包括 30

万吨/年亚氨基二乙腈、84 万吨/年甲醛、25 万吨/年亚磷酸、30 万吨/年连续转化

合成氨、36 万吨/年废盐综合利用离子膜烧碱装置及相关公辅设施、配套工程，

配套建设绿色环保综合循环利用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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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出产品包括 50 万吨双甘膦、12.1 万吨磷酸氢二钠、27 万吨碳酸氢钠、

3 万吨锂电池级碳酸钠、21.2 万吨工业级氯化铵、31.2 万吨工业级硫酸铵、0.5 万

吨硫酸钠。 

5、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 1,671,265.76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1,627,313.59 万元，流动资金 43,952.17 万元。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6、建设周期及预计效益：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前）为 23.95%，投资回收期（静态）为 5.50年。 

（二）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 

（1）农药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国家、行业政策及发

展方向，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基于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疫情所导致的全球粮农安全危机，2019 年

1月到 2022年 9月期间，我国大豆价格上涨 66.56%，豆粕价格上涨 69.55%，玉

米价格上涨 43.28%。大豆不仅用于食用油供应与保障，其副产品豆粕还是最理

想的蛋白饲料，玉米亦是最理想的能量饲料，其供应保障将对下游畜牧业的猪、

禽类、蛋、水产品的产量、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2021年，我国大豆、玉米进口

依存度分别高达 85.9%、49.8%。 

虽然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提升到较高水平，但比较已为发达国家的日

本——2021 年人均 GDP 接近 4 万美元，其近十年的消费结构仍然保持着口粮消

费下降而肉禽蛋奶水产品增加的趋势。由此，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我国对大豆、玉米等生活必需品和饲料原料的需求还将大幅度提升，

其供应保障将是我国面临的挑战。 

为解决前述问题，国家拟定了科学的规划，核心是通过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投放优质转基因作物品种，通过提升亩产、作物品质，同时增扩种植面积的双管

齐下的方式，来解决我国大豆、玉米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价格不断上涨和人

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的需求增加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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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草甘膦作为全球重要的除草剂，亦是大豆、玉米、棉花等大田作物首选除

草剂，具有高效、低毒、广谱灭生性等优点，是全球销量最大的农药单品。在当

前全球市场草甘膦产品供求关系已为紧平衡状态的情形下，以及国家对大豆、玉

米种植布局规划的预期农业投入品增量需求的前提下，2022 年 1 月 29 日，农业

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林草局下达的《“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

规划》的通知（农社发〔2022〕3 号）明确阐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农药

稳定供给”，将除草剂草甘膦专列为适度发展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拟建成年产 50 万吨双甘膦项目，其下游产品即为草甘膦，为

保障粮农安全和现代化农业必须的农药产品之一，符合国家《“十四五”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和《“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项目选址

为四川广安新桥工业园区，也是《“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的

西南地区唯一的“发展农药产能重点园区”。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不仅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有必要

和积极的意义，还有利于我国抢占全球农药发展制高点。本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承

担着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 

（2）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

展，构建现代化农药生产体系和清洁生产技术、绿色生产技术、连续化生产等方

面，有力的响应了《“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的发展要求 

《“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确立了“十四五”期间我国农药发展

要坚持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原则；同时提出了生产集约

化、经营规范化、使用专业化、管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通过优化生产布局、

提高产业集中度、调整产业结构、推行绿色清洁生产以构建现代化农药生产体系

的“重点任务”。 

公司拥有项目所需的全球一流的清洁生产技术、绿色生产技术、连续化生产

等全套项目所需工艺技术；项目的规模也充分的响应了国家提出的“推动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农药生产体系的要求，与《“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

展规划》对农药发展所提出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完全的一致。 

（3）实现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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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自有的资源及地域资源优势，制定了“专注、专业化、做优、做强”

的提质、绿色发展战略。本次发行所募资金将用于年产 50 万吨双甘膦项目，基

于公司拥有全球一流的双甘膦先进、绿色生产工艺技术和专业的运营团队，以及

全球一流的产品质量和成本控制水平，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成为全球双甘膦、草

甘膦产品的龙头企业，也将大幅度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及盈利能力。 

（4）募投项目选址于四川广安，通过科学、合理地应用本地资源，不仅带

来优良的资源转换效益，还将提升广安市在全球农药行业的战略地位 

项目实施地位于四川广安，是全球稀缺的同时富集项目所需基础资源——天

然气、盐、磷、硫等基础资源富集地。公司拥有全流程双甘膦生产工艺，本次募

投项目将通过科学、合理的利用四川本地基础资源，走深、走精、走长，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以精深加工为主的完整的产业链条，使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谋得资源开发效益的最大化，将广安市在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农药

生产基地提升为全球重要农药生产基地的战略地位。 

2、可行性 

（1）产品市场前景较好，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①全球农产品景气，粮食安全重要性凸显 

基于地缘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和人口增长与耕种面积的不适配，全球粮农安全

问题凸显，近年来主粮价格走势不断攀升，就我国而言，基于日益提升的人民生

活水平和物质需求，我国部分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也不断攀升，为满足我国不断增

长的粮食需求，保障粮食安全，对转基因作物与农药的需求应运而生。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新品种持续研发、商业化推广，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不断增长，2019 年已达到 1.9 亿公顷，其中 80%-90%的转基因作物均耐草甘膦。

2019 年以来，我国连续颁发 4 个转基因玉米和 3 个转基因大豆的生物安全证书；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亦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生物

育种产业化应用；2021 年农村农业部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三部种业

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2022 年 3 月 1 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开始实施；2022 年 4 月 7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2022 年农垦带头扩种大豆

油料行动方案》，要求 2022 年要确保全国农垦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1460 万亩以

上；2022 年 6 月 8 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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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并开始实施。随着世界

各国对转基因认识的转变，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进程加快，必将带动转基因作物

面积增长，从而拉动草甘膦除草剂的需求增长，催生双甘膦产生较大的市场需求

空间。 

本次募投项目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产品品质好、纯度高，加之公司已经具有

丰富的双甘膦产品生产、营销经验及销售网络，长期来看，在国家推动农业发展

的利好政策下，预计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及拓展空间。 

②产品运用广泛，是全球最大的除草剂品种 

双甘膦的下游产品是目前国际、国内主流的高效、低毒、广谱、内吸传导型

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为全球销量最大的农药单品，已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

登记和大量使用。其在植物体内优良的传导性能广泛用于农业、林业、铁路、机

场等非耕地及免耕田除草；同时，独特的化学结构和作用机制使之对哺乳动物、

蜂、鸟、鱼、蚕毒性很低，不易被土壤淋溶，降解后可成为植物的营养成分。 

③供需格局改善，行业制造商产品的议价能力大幅度提升 

早期我国草甘膦生产厂家集中度低，多数企业产能在 5,000 吨以下。2013-

2014 年开始，在国家严格的监管下，大批草甘膦产能遭淘汰，加之无新增产能，

竞争格局逐步改善。到 2021 年，全球仅剩余 11 家草甘膦厂商，虽行业集中度有

所提升，但仍存在多数落后、老旧产能，在工艺、环保、消耗、成本控制方面，

已处于应淘汰产能序列，由此，行业制造商产品的议价能力大幅度提升，全球草

甘膦进入中长期紧平衡，下一步随着落后、老旧产能的进一步淘汰，和作物种植

面积和投放品种的提升，草甘膦将出现明显的供求关系矛盾。 

（2）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地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成本优势，选址符合

当地资源特色及发展规划 

本次募投项目拟建设地点为四川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桥化工工业园区。

2018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明确将广

安市作为全国优先承接绿色农药产业地区；2022 年 1 月发布的《“十四五”全

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中，也明确将广安新桥工业园区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发展

农药的重点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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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化工工业园区地处中国四川，为全球不可多得的最优的天然气、磷、盐、

硫资源富集区和产区，且园区要素配置齐全，建厂条件优越，预计项目建成时，

园区将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产业上下游集群度高、原料产品耦合度强，

本募投项目所需的全部原料资源均可就近在四川省内取得，资源供应得到保障的

同时，亦降低了运输成本和安全环保风险，具有先天的成本优势。具体情况如下： 

①天然气：四川省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四川广安新桥化工工业园区内已

经建成园区天然气配气站并已投入使用，募投项目所需的天然气可以通过管道直

接配送； 

②卤水：广安市广安区有 16 亿吨储量的大安盐矿，为本项目提供所需卤水； 

③甲醇：四川广安新桥化工工业园区内广安玖源化工有限公司已经建成并投

产 30 万吨/年甲醇装置，本项目大部分甲醇原料可以由该公司提供； 

④硫酸：四川省内的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并销售硫酸，市场供应充足； 

⑤黄磷：四川具有丰富的磷矿资源，公司拥有地处四川境内的马边磷矿和汉

源磷矿，为本项目提供磷资源保障。 

本募投项目选址满足《“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的“发挥园

区区位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的“优化生产布局”要求。 

（3）公司具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及人才储备 

双甘膦/草甘膦的生产工艺有甘氨酸法和IDA法两种，在中国，甘氨酸法工艺

起步较早、技术成熟，约占总产能的70%，但该工艺的缺点是“产品杂质高、三

废量大、处理成本高”。公司系采用连续、一体化亚氨基二乙酸（IDA）法生产

双甘膦，副产物少、三废量少、三废处理成本低，是国际领先的生产工艺。同时，

因IDA工艺生产的产品纯度较高，更适合于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 

公司在 2014 年即建成并投产了目前全球单套能力最大的连续一体化 IDA 制

备法双甘膦装置，并已连续稳定运行 8 年，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装置投资省、污染小、成本低，采用原料不受原油价格波动影响的亚氨基二乙

腈一步合成双甘膦技术，取代现行大多数企业采用的工艺复杂、产品收率低、生

产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劳动强度大的二乙醇胺工艺技术。加之公司在运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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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装置期间，不断的对工艺进行优化和技术创新，并联合四川大学等高校及科研

机构进行创新技术开发，目前公司已成功掌握了更新一代的 IDA 法连续一体化

生产工艺，该工艺也将用于本项目。本项目建成后，将在工艺、安全、环保、消

耗、资源化循环利用、成本控制等各个层面，达到全球领先。 

公司在双甘膦产品及项目方面，拥有成熟的运营管理团队，无论在市场营销

还是运营管理层面，均已积累了丰富的营销渠道和生产、管理经验，以及充足的

人才储备，足以匹配新增建设项目管理的需要。 

（三）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双甘膦

项目”已取得“川投资备【2206-511624-04-01-771908】FGQB-0112 号”备案证

明，并于 2022年 9 月 26日取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双甘膦项目节能报告

的审核意见》（川发改环资函[2022]814 号）、于 2022年 10月 14日取得广安市生

态环境局出具的《广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安必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双甘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广环审批[2022]27号）。 

三、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国家、地方相关的产业政策、市场发展趋势以及公司

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树立公

司在行业中龙头企业地位，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动力。因此，本次发行对公

司经营管理有着积极的意义，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进一步

得到提升，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运

营规模和经济规模将大幅提升。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逐步实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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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收入水平将得到稳步增长，未来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

到有效提升。未来随着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将逐步降低，净资产得以提高，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

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可

行性。公司本次投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实力，给公司整体带

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