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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采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以下简称“配股”）的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72,0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7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

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项目 项目具体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1 

宁波科宁达基地新

建及技改项目 

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9,492.10 9,492.10 

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

稀土永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7,929.32 7,929.32 

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磁性

材料机加工项目 
7,365.58 7,365.58 

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磁性材料

电镀园区项目 
14,213.00 14,213.00 

小计 39,000.00 39,000.00 

2 
中科三环赣州基地

新建项目 

年产 5,000 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体建

设项目（一期） 
50,000.00 33,000.00 

- 合计 89,000.00 72,000.00 

若本次配股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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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

筹资金解决。 

为满足项目开展的需要，在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

的程序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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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及技改项目 

1、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①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工业”）。 

②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建成后，可形成新增年产各类规格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合金毛坯1,575.00吨

（可加工成合格成品1,008.00吨）生产能力。 

本项目利用科宁达工业已有厂房建设，项目不涉及新建建筑工程，仅对现有厂房等

建筑进行适应性改造。 

③项目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3年。 

（2）项目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①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8,113.13 85.47% 

1.1 工程费用 7,901.10 83.24% 

1.1.1 建筑工程费 1,000.00 10.54% 

1.1.2 设备购置费 6,860.60 72.28% 

1.1.3 安装工程费 40.50 0.43%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1.70 1.39% 

1.3 预备费 80.33 0.85% 

2 铺底流动资金 1,378.97 14.53% 

合计 9,492.10 100.00% 

②经济效益 

本项目达产后可年新增销售收入为38,304.00万元，年利润总额4,371.68万元，项

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8.26%（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6.20

年（含建设期3年）。 

（3）项目备案及环评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备案及环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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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扩产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①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宁波科宁达和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和丰”）。 

②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各类规格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合金毛坯1,687.50吨（可加

工成合格成品1,080.00吨）生产能力，本项目为“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系对现有生

产线进行的升级改造，建设完成后将替代原有产能。 

本项目厂房等建筑采用租赁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日

丰”）已有建筑，租赁面积合计为13,538.90平方米。 

③项目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3年。 

（2）项目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①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6,453.81 81.39% 

1.1 工程费用 6,303.60 79.50% 

1.1.1 设备购置费 6,264.90 79.01% 

1.1.2 安装工程费 38.70 0.49%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6.31 1.09% 

1.3 预备费 63.90 0.81% 

2 铺底流动资金 1,475.51 18.61% 

合计 7,929.32 100.00% 

②经济效益 

本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为38,288.00万元，年利润总额3,609.95万元，项目投资

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4.76%（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6.76年（含

建设期3年）。 

（3）项目备案及环评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备案及环评手续。 

3、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磁性材料机加工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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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宁波科宁达鑫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鑫丰”）。 

②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2,088.00吨烧结钕铁硼磁体成品的机加工生产能力。 

本项目采用租赁科宁达日丰现有厂房进行建设，租赁面积合计为7,026.79平方米。 

③项目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3年。 

（2）项目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①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6,966.30 94.58% 

1.1 工程费用 6,727.40 91.34% 

1.1.1 设备购置费 6,655.00 90.35% 

1.1.2 安装工程费 72.40 0.9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9.91 2.31% 

1.3 预备费 68.99 0.94% 

2 铺底流动资金 399.28 5.42% 

合计 7,365.58 100.00% 

②经济效益 

本项目达产年销售收入为7,308.00万元，年利润总额1,513.82万元，项目投资财务

内部收益率为14.63%（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7.90年（含建

设期3年）。 

（3）项目备案及环评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备案及环评手续。 

4、宁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磁性材料电镀园区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①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科宁达日丰。 

②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实施完成后，可形成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电镀表面处理能力2,088.00吨/年生

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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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在科宁达日丰现有土地进行建设，新建生产厂房3座，建筑面积为

27,544.44平方米。 

③项目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2.5年。 

（2）项目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①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13,420.90 94.43% 

1.1 工程费用 12,890.34 90.69% 

1.1.1 建筑工程费 7,464.54 52.52% 

1.1.2 设备购置费 5,358.00 37.70% 

1.1.3 安装工程费 67.80 0.48%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97.68 2.80% 

1.3 预备费 132.88 0.93% 

2 铺底流动资金 792.10 5.57% 

合计 14,213.00 100.00% 

②经济效益 

本项目达产年销售收入为14,723.60万元，年利润总额163.35万元，项目投资财务

内部收益率为1.42%（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2.76年（含建设期2.5年）。 

（3）项目备案及环评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备案及环评手续。 

（二）中科三环赣州基地新建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与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稀土集

团”）合资设立的中科三环（赣州）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三环公司”）。 

（2）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各类规格的烧结钕铁硼毛坯5,000.00吨，并最终形成年产烧结

钕铁硼磁体成品3,200.00吨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新建各类建筑物34座（含地磅房），建筑面积72,305.00平方米，其中新建

生产厂房10座，建筑面积为57,72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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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3年。 

2、项目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1）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50,000.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33,000.00万元，项目具体

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44,548.69 89.10% 

1.1 工程费用 42,207.98 84.41% 

1.1.1 建筑工程费 11,076.02 22.15% 

1.1.2 设备购置费 30,811.60 61.62% 

1.1.3 安装工程费 320.36 0.64%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910.68 3.82% 

1.3 预备费 430.03 0.86% 

2 铺底流动资金 5,451.31 10.90% 

合计 50,000.00 100.00% 

（2）经济效益 

本项目达产后可年新增销售收入为121,600.00万元，年利润总额13,624.28万元，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9.27%（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

7.30年（含建设期3年）。 

3、项目备案及环评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已完成备案，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背景 

钕铁硼磁体是第三代稀土永磁，具有极高的磁能积、矫顽力和高能量密度等优点，

已在现代工业和电子技术中获得了广泛应用。目前，钕铁硼磁体材料有两种生产工艺—

—烧结钕铁硼和粘结钕铁硼。粘结钕铁硼各个方向都有磁性，耐腐蚀；而烧结钕铁硼一

般分轴向充磁与径向充磁，用途广泛，但易腐蚀需进行表面处理。 

中国是钕铁硼磁材最大生产国，占世界产能的90%以上；其中烧结钕铁硼又占钕铁

硼磁材的90%以上。由于钕铁硼磁材产品具有高磁性、轻薄短小、节能环保等特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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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各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二）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目的 

在目前稀土永磁行业中，公司为国内行业内最大生产企业之一，近年来公司经过市

场调研和产业研判，决定在赣州与南方稀土集团合资成立赣州三环公司，设立高性能稀

土永磁磁体生产基地，意在充分发挥投资双方各自优势。同时，计划对宁波生产基地现

有工厂进行适当产能提升、改造和工艺配套能力的建设，因此计划实施宁波科宁达基地

新建及技改项目。 

本次宁波科宁达基地新建及技改项目和中科三环赣州基地新建项目的建设将巩固

和发展公司行业龙头地位、优化战略布局的需要，并有助于公司生产工艺及技术装备水

平的提高、产能的提升和质量的稳定、配套能力的自我完善，既有企业发展的需要，也

符合我国稀土永磁材料行业发展的要求。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高性能烧结钕铁硼产能 

目前公司旗下共有4家烧结钕铁硼永磁体生产企业——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三环瓦克华（北京）磁性器件有限公司和肇庆三环京粤

磁材有限责任公司，总体设计产能合计约为20,000吨。而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高性

能稀土永磁材料在高新技术领域、改造传统产业发展及低碳经济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支撑作用将愈发重要，正在成为支持我国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和基础。 

为适应稀土永磁材料市场的发展需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将优化公司

产品结构，加强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并提升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

磁体产品的产能。 

2、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战略发展布局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颠覆性的核

心技术已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智能制造、移动互联、大数据、机器人、环保智能

汽车等蓬勃发展。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作为支撑整个节能、低碳、环保经济产业的核心材料，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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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预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在高新技术领域、改造传统产业及发展低碳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将愈发

重要，正在成为支持我国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为此，针对钕铁硼磁材应用发展趋势，结合公司现有技术水平和企业发展规划，为

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加强企业战略发展布局并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公司拟投资新建项

目并对公司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技术升级和扩能改造。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提质扩

能”性建设项目，项目的实施既是为下游低碳经济需求大爆发做好准备，也是提高公司

高性能烧结钕铁硼产品的产能发展需要。 

因此，从公司发展战略、区域布局、原材料产地以及交通等方面综合考虑，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3、有利于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 

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升级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是全方位的节能减排经济，也是创新的“新能源开发经

济”。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

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石化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

清洁能源开发、形成绿色GDP。 

钕铁硼磁体作为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具有节能环保特性，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

机械、医疗、IT、家电等下游行业；随着技术进步，钕铁硼不断应用于风电、新能源汽

车、汽车EPS转向电机、节能电梯、变频空调、特种电机、电动自行车等行业的发展中。

因此，稀土永磁钕铁硼等功能材料产业的发展，将有利于下游产品节能减排，从而促进

低碳经济的发展。 

4、有利于促进公司在专业领域的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赣州三环公司以及科宁达工业、科宁达日丰、

科宁达和丰和科宁达鑫丰。赣州三环公司为公司与南方稀土集团合资设立的控股的子公

司，科宁达工业、科宁达日丰、科宁达和丰及科宁达鑫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

依托自身的技术、工艺、设备、人才、市场网络和品牌优势以及合作方的资源优势，从

事稀土永磁材料中高性能钕铁硼磁体产品组织生产，加强向新兴信息产业、IT、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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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节能机电行业推出高性能、高品质钕铁硼磁体产品，通过技术改造进一步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将有利于公司在稀土永磁行业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品牌形象，向国际

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更高层次迈进。 

通过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可紧抓稀土永磁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有利

于巩固和加强公司烧结钕铁硼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更进一步地提高企业

的综合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公司具有稀土永磁体生产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 

目前在烧结钕铁硼产品生产行业中，从技术专利和生产规模来说，公司在国内处于

前茅。在工艺技术、生产经验、技术专利、专业人才、品牌及知名度、产品的认知度和

市场占有率、资金实力等各方面，公司均处于行业内领先阵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将依托公司自有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 

2、高性能稀土永磁需求旺盛，产品市场前景看好 

稀土永磁材料广泛用于消费电子、电脑硬盘（VCM）以及各类电机应用行业，近年

来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推出和各项措施的落实，稀土永磁材料在节能电梯、风电电

机、变频空调、混合动力等领域的应用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永磁高速电机、特种电

机、电动汽车电机、特高压/高压直流供电系统、快速充电系统、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

将是各类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今后增长的主要引擎，潜在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拟采用行业领先的工艺技术生产，在产品结构、均匀性、

一致性、加工质量、镀层质量等具有核心技术，所生产的烧结钕铁硼磁体性能先进、质

量稳定，在稀土永磁高端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市场前景看好。 

3、项目建设符合我国相关产业政策 

（1）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根据2019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19年

国家发改委令29号），公司募投项目烧结钕铁硼磁体产品不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为鼓

励类。 

（2）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 

根据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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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版）》（国家发改委公告[2017]第1号），该文件中“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

第3条“1.3电子核心产业”之第5款“1.3.5关键电子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材料，

包括高端专用材料如磁性材料、陶瓷材料、压电晶体材料、通信系统用高频覆铜板及相

关材料、电子无铅焊料、厚薄膜材料等。公司募投项目生产的烧结钕铁硼磁体为高性能

稀土永磁材料，属于高端专用“磁性材料”范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

指导目录（2016版）》重点产品。 

（3）符合《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2019年版）》 

根据2019年8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11家国家级行业联合会和协会共

同编制的《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2019年版）》，该文件“第七章 有色金

属行业”第五部分“五、质量提升”中“（二）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提及“…高性能铁

氧体永磁器件、稀土永磁功能材料”。公司募投项目生产的烧结钕铁硼为高性能稀土永

磁功能材料范畴，为该《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2019年版）》推广的关键零

部件和材料。 

4、项目建设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发展方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

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在“第四节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

优化升级”中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

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

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

务型制造。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强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

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作为支撑整个节能、低碳、环保经济产业的核心

材料，对支撑产业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高新技术领域、改造传统产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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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将愈发重要，正在成为支持我国经济转型和

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公司募投项目符合《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发展方向。 

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得到巩固，有助于夯实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是顺应公司发展战略推

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优势、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本次配股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短期内无法即时产生效益，因此，公司的每股收益短

期内存在被摊薄的可能。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

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的快速稳健增长。 

六、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其实

施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公司的资金得以充实，资产规模、

融资能力相应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得以增强，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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