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 

 

 

 

 

 

2021 年 2月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推动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公司”或

“本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筹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5.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拟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年产 5万吨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建设项目 21,293.00 21,290.00 

年产 8000吨干净空气过滤材料建设项目 17,500.00 15,500.00 

干净空气过滤材料智慧升级改造项目 4,937.00 4,930.00 

补充流动资金 9,280.00 9,280.00 

合计 53,010.00 51,000.0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和轻

重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

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

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

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公司将根据《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将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的专项账户，具体开户事宜

将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年产 5 万吨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在现有厂房内，新增5万吨窑炉、集棉机、风机、成纤机等设备，建

设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生产线，形成年产5万吨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的产

能。 

（1）实施主体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 

（2）实施地点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土主镇微玻纤产业园区。 

（3）投资进度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21,293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18,924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2,369万元，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 

2、投资估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 

建筑工程 2,190.00 10.29% 

设备工程 14,990.00 70.40% 

其它费用 1,744.00 8.19% 

铺底流动资金 2,369.00 11.13% 

投资总额 21,293.00 100.00% 

注：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21,290万元 

3、项目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顺应产业升级趋势，把握发展契机 

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又称微玻璃纤维棉，是以高温熔融硅酸盐（玻璃）溶

液为材料，通过高速气流等外力形成的纤维棉状材料，其平均纤维直径约为

0.1μm-3.5μm。微纤维玻璃棉除了具有绝缘性、耐热性、抗腐蚀性好，机械强



度高等传统玻璃纤维的特点外，因其直径小、微孔隙率高，对细小颗粒物、分子

等具有很好的过滤、吸附、纳污性以及优良的保温、吸声等特殊性能，可广泛用

于介质过滤、高效保温、节能环保等领域，是无机非金属新材料中重要的一员。 

随着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对环保及节能要求的不

断提升，工业与民用、医疗、电子、农牧业、室内公共空间、军工、航空航天等

领域对相关产品应用需求将稳步上升。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

《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远景目标》对大气污染的检测预警、防护治理进行了专

门的阐述，提出了相应的主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解决途径。根据《关于构建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五部委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两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对大力支持工业

节能降耗、降本增效，实现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2）提高超细玻璃纤维棉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超细玻璃纤维棉作为公司主营产品玻璃纤维过滤纸、真空绝热板芯材、保温

棉毡及AGM隔板等产品的上游原材料，在干净空气、高效保温和节能环保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对环保及节能要求的不断提升，超细玻璃纤

维棉在高端节能领域需求加快，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以超细玻璃纤

维为原料制备的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保温棉毡等应用于冰箱冰柜、小家电等绿

色家电领域；②以超细玻璃纤维为原料制备的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应用于冷链

储藏、运输领域；③建筑用真空绝热板芯材、喷涂棉等应用于绿色高效建筑保温；

④广泛用于电池隔板等电池储能领域；⑤航空航天、船舱、地铁等领域的节能保

温。 

(3）有利于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将充分发挥在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的工艺优势、规模优势、研发优势和

整体设计优势，以核心材料为基石，把新型、优质的过滤、保温产品及技术推向

市场，同时运用智能制造，打造智慧工厂，形成规模化先进制造优势，大幅降

低整体运营成本，为用户提供耗能少、成本低、使用方便舒适、效果更优的干

净空气和高效节能产品提供可靠原材料保障。 



公司通过投资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设项目，保证主要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

和质量的稳定性及可靠性。本次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设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满

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新增原材料需求，强化整体规模优势，为公司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4）下游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前景看好 

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棉主要用于生产玻璃纤维滤纸、真空绝热板芯材、AGM

隔板等相关产品，在干净空气和保温节能领域均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我国先进

制造、产业升级及美好生活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节能环保要求的不断提升，国内

外下游应用市场对玻璃微纤维棉的需求迅速上升。 

①玻璃纤维过滤纸是干净空气设备特别是高端空气过滤设备的核心材料之

一，主要服务于微电子、生物制药、农牧业养殖、高端装备制造、核电、军工等

新兴产业，受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空气污染治理防护要求以及大众对呼

吸安全的日益重视等有利因素的影响，预计未来数年内，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

市场，对玻璃纤维过滤纸的需求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②真空绝热板芯材（VIP芯材）具有导热系数低、保温层厚度薄、体积小、

重量轻、制造过程无氟以及容易回收再利用等优势，近年来，随着全球对环保

和节能要求的提高，行业内的企业加大了对真空绝热板及其芯材的研发力度，

制造成本显著降低，市场对真空绝热板及其芯材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用真空绝热板芯材替代传统保温材料作为冰箱、冰柜等绿色家电保温材料处于

快速拓展阶段，产品需求旺盛，预计未来数年市场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此外，作为保障食品、药物安全及高效的主要途径，冷链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的冷链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冷链建设

的推进，将释放出巨大的冷链设备需求。冷链设备的发展离不开绝热保温材料，

较传统保温材料，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及其芯材以其更加优异的绝热性能、以及

更加轻薄、环保的特性在冷链行业的市场空间将出现更多机遇。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30,000万元，项目的经济效益良



好。 

（二）年产 8000 吨干净空气过滤材料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新建厂房约1.5万平方米，建设年产8000吨干净空气过滤材料生产线，

配置在线检测室、原料库房、成品库房、设备库房；并配套完善厂区道路、环

保、消防、安全等辅助设施和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形成年产8000吨干净

空气过滤材料的产能。 

（1）实施主体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实施地点 

重庆市渝北区两路组团 Ga22-1-1/04 号地块 

（3）投资进度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17,500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14,500万元，土地款

项1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000万元，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 

2、投资估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 

土地款项 1,000.00 5.71% 

建筑工程 5,000.00 28.57% 

设备工程 9,500.00 54.29% 

铺底流动资金 2,000.00 11.43% 

投资总额 17,500.00 100.00% 

注：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5,500万元 

3、项目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远景目标》

提出要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对大气污染的监测预警、防护治理进行了专门的阐述，提出了相应的主导思想、

基本原则和解决途径。国家生态环境部印发《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的通知，要求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攻坚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收官的重要任

务，确保完成“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随着消费市场对干净空气需求的日益增加，“干净空气”行业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干净空气过滤材料作为干净空气设备的核心材料，是影响过滤设

备性能的关键因素。玻璃纤维过滤纸是以超细玻璃纤维棉为主要原材料，采用湿

法成网工艺制成的厚度约为0.3mm的过滤介质，与动植物纤维、合成纤维以及活

性炭等其它过滤介质相比，兼具容尘量大、过滤效率高、纤维分布均匀等特点，

是理想的干净空气过滤材料，也是干净空气设备的核心部件。 

（2）玻璃纤维滤纸作为消耗品，需求市场广阔 

高性能玻璃纤维过滤纸是公司三大主要干净空气介质过滤材料之一，其需

求主要由三部分构成：①新增需求，即下游应用新建项目或新增产能带来的需

求；②更换需求，当使用后的玻璃纤维过滤纸容尘量增加时，其通风阻力亦会

随之增大，一般按照行业惯例，当其通风阻力达到初始值的两倍时则需更换；

③替换需求，随着先进制造业及产业升级的发展，对作业、储存等生产环境要

求越来越高，当原有中低效过滤介质不能满足精细化生产的需求时，用户需要

更换更高效率的干净空气过滤材料。 

随着我国电子、医疗、制药、农牧业、食品、核电、军工等行业的快速发

展，玻璃纤维过滤纸的需求不断上升。目前，以玻璃纤维过滤纸为核心过滤介

质的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等已广泛地应用于上述行业，用以创建干净的生产环

境、运行环境以及生存环境。 

此外，公司干净空气产品已从核心过滤材料生产延伸到干净空气装备制造

及系统解决方案，拥有整合创新优势，本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抓住行业

机遇，进一步为客户做好服务，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促进干净空气行业

健康发展。 

（3）提升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必要途径 



①有利于优化产品结构，为公司开拓干净空气市场提供过滤材料的供应保

障 

公司同时拥有干净空气行业三大主要介质过滤材料——高性能玻璃纤维滤

纸、低阻熔喷滤料、高效PTFE滤膜。其中，高性能玻璃纤维滤纸过滤精度高、

容尘量大、耐热阻燃，效率涵盖国际标准初、中、高效分类品级，广泛应用在

电子、医药、农牧业新风、核电等较高等级干净空气需求空间，是干净空气装

备及系统的重要材料。本项目通过提高高性能玻璃纤维滤纸的产能与品质，有利

于拓展公司在全球干净空气行业的品牌地位，为不断增长的下游需求提供可靠

的产能支撑。 

②有利于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进一步发挥在干净空气领域的技术工艺优势、整合创新优势及智能制造

优势，把优质的过滤材料和技术推向干净空气消费市场，运用智能制造，打造

智慧工厂，形成规模化先进制造优势，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有助于为不同应用

场景用户提供更加专业优质的干净空气定制化产品和解决方案，达成整体设计、

成本优化的目标，服务好干净空气事中、事后的需求。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36,000万元，项目的经济效益良

好。 

（三）干净空气过滤材料智慧升级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针对现有干净空气过滤材料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运用更先进高

效的生产设备及工艺，在生产流程中制浆部段、烘干部段、收卷部段实施设备

更新、技术改造和节能改造，以有效提升产品工艺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升

智能化控制水平。 

（1）实施主体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实施地点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及两港大道197号。 

（3）投资进度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4,937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4,157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780万元，项目建设周期18个月。 

2、投资估算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投资总额 

主要生产设备 4,157.00 84.20% 

铺底流动资金 780.00 15.80% 

投资总额 4,937.00 100.00% 

注：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4,930万元 

3、项目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对现有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

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在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智能化工厂/数

字化车间，加快人机交互、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管理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促进制造工艺的仿真优化、数字化控制、状态信息实时监测和自适应控制。  

本项目的实施顺应了制造业智能发展的大趋势，国家鼓励提升制造行业智

能化水平的政策倡议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对公司现有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以“干净空气”为愿景目标，是国内干净空气过滤滤材龙头制造商，长

期为电子、医疗、食品等行业提供高端过滤产品及技术支持服务。同时，公司产

品已覆盖干净空气的核心材料端、智能制造端、用户服务端，形成了独特的商业

模式。随着全球干净空气市场的日益发展，对核心过滤材料产品规模、质量、技

术、成本等要求日益增大。 

在行业发展新的形势下，干净空气过滤材料智慧升级改造项目势在必行，对



现有的干净空气过滤材料的生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

能力，抓住材料国产化替代趋势，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细分行业的技术、规模及品

牌领先优势，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3）技术可行性 

玻璃纤维过滤纸生产成型技术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纤

维结构配比；二是纤维表面处理；三是智能生产过程控制。在纤维配比方面，通

过将不同种类和直径的纤维、助剂按照产品性能指标要求，以特定比例混合，以

增强玻璃纤维微观结构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提高玻璃纤维制品的综合性能并降低

生产成本。在纤维表面处理方面，主要通过添加表面活性剂和涂层材料等方法，

去除纤维表面的杂质并赋予纤维防水抗油、耐酸碱性、抗菌等定制化性能。在生

产过程控制方面，通过各分段设备智能化控制和在线监测等手段，实时监控产品

的质量，提高产品合格率，提升产能。 

公司深耕在玻璃纤维滤纸行业多年，凭借持续的创新能力、较强的研发能

力、独特的工艺技术以及稳定的质量控制等优势，是国内少数能够生产超高效玻

璃纤维滤纸的企业，拥有包括成分、配方、工艺、结构、检测方法等相关专利并

成功运用于实际生产过程中，在行业中已经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且多项产品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拥有重庆纤维研究设计院和重庆造纸工业设计研究院两

大研究机构，并设立“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有专业的

研发设计团队，丰富的研究开发成功，成型的独立研发体系，是行业内少数具有

全方位检测手段的企业。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9,000万元，项目的经济效益良

好。 

（四）补充流动资金 

1、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中的9,28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以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从而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



力。 

2、补充营运资金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缓解资金压力，保障公司持续发展 

玻璃纤维及其深加工行业和空气净化装备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资金

需求很大。近年来，公司业务情况持续向好，各项业务增长较快，预计公司营

业收入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所带来的在管理、技术、人

才投入等方面日益增加的资金需求相比，公司目前的流动资金尚存在缺口。因

此，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有效缓解公司

快速发展引致的资金压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是公司实现持续健康发

展的切实保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2）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的需要 

公司面临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市场竞争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当风险给

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时，保持一定水平的流动资金可以提高公司抗风险

能力。而在市场环境较为有利时，有助于公司抢占市场先机，避免因资金短缺

而失去发展机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公司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18.2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规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

定，具备可行性。 

（五）项目审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 项目环评 

1 
年产5万吨高性能超细玻璃纤维

棉建设项目 

川 投 资 备

【2020-511722-30-03-434112】

FGQB-0029号 

正在办理中 

2 
年产8000吨干净空气过滤材料

建设项目 
正在办理中 正在办理中 



3 
干净空气过滤材料智慧升级改

造项目 
【2102-500112-07-02-907915】 正在办理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和生产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募投

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能力，有利于公司形成新的利

润增长点，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和市场布局，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 

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公司将逐步实现玻璃纤维棉

和玻璃纤维滤纸业务的产能扩张，提升产品质量和丰富产品结构，增加新的利

润增长点。项目建成并运营成熟后，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将逐渐提升。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加强，总资产规模增加，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随着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

到位、募投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将明显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

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能

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盈利水平，有利于公司

长期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合理、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