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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部分设备采购的议案》。受物流行业结构变化及公司业务模式变

化影响，公司对“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部分设备设施的采购

数量进行了调整优化。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0 年 11 月，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9 号），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不超过 427,774,961 股新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900,229,096.61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2,624,760.74 元

（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67,604,335.87 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原募投项目投资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四次修订稿）》以

及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金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6 万吨/年聚甲醛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云

聚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136,588.00  106,001.52   

2 
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

改造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驰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 
12,003.75  10,288.75  

3 

10万吨/年设施农业用

水溶性磷酸一铵技改

工程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

安化工有限公司 
9,584.21 7,816.55   

4 
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改造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云

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7,730.20   5,653.61   

5 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 57,000.00 57,000.00 

合计  222,906.16 186,760.43 

注：6 万吨/年聚甲醛项目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106,001.52 万元与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109,264.00 万元差异 3,262.48 万元系支付发行相关费用所致。 

（二）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情况 

2022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议案》以及《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效率，

公司将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6万吨/年聚甲醛项目”

变更为“10 万吨/年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疆云聚天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

司。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及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将“云天化物

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1 年 12 月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三、本次计划调整项目 

（一）项目已实施情况 

为提升公司运力水平、提高公司物流效率，助力公司物流作业智能

化、信息化建设，公司计划投资 12,003.75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10,288.75万元，由子公司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驰物流”）

实施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项目计划于 2022年 12月实施完成。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该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5,736.38 万元，募集

资金使用率 55.75%。完成了部分集装箱、托盘、叉车和信息化设备的购

置。具体情况如下： 

购置设备名称 
购置 

数量 

原投资合计

（万元） 

占投资 

比例 

现已使用募

集资金实施

数量 

已投入募集

资金小计

（万元） 

集装箱 1,500 只 4,500.00 37.49% 900 只 3,721.18  

叉车 94 台 835 6.96% 8 台 147.40  

托盘 10.3 万块 5,205.00 43.36% 28,900 块 1,193.10  

拖车 6 台 360 3.00% 6 台 239.10  

煤场装载机 6 台 240 2.00% 3 台 104.40  

RFID 射频感应系统 8 套 640 5.33% 0 183.94  

工业手持终端机 895 台 223.75 1.86% 387 台 147.26  

合计 12,003.75 100.00%  5,736.38 

注：上表中已实施数量不包含已支付预付款但尚未到货的数量。 

（二）本次调整的原因 

1. 减少部分设备采购的原因 

因化肥下游行业需求旺盛，自 2021 年起，公司物流货物发运由原来

的“仓储中转配送”模式转变为“客户直发”模式，且该模式已成为主

流的发运模式，导致该项目涉及的各业务网点仓库货物中转、仓储业务

量显著减少，实际业务对叉车、托盘和工业手持终端机等设备设施需求

量减少，故对原有计划中叉车、托盘和工业手持终端机等设备的采购数

量进行调减。同时，公司升级了部分煤炭输送设备，因作业模式调整需

相应减少煤炭装载机的数量。 

2. 增加部分设备采购的原因 

因子公司业务年运量增长，原计划 6 台拖车无法满足业务运营需求，

需增加 4 台拖车确保物流运量正常供应。随着集装箱发运经济、环保、

便捷、高效等优势的突显，公司对集装箱运输需求与日俱增；同时，化

肥出口法检政策实施后，公司现有集装箱大量用于出口业务以箱代库备

检，产品集货、报检、现场抽检、出检验结果周期加长，公司集装箱周转

率下降，可用箱源缺口较大，影响原料硫磺和化肥保供保运；加之中越



铁路、中老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开通，公司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需投入更

多的集装箱。故本次调增集装箱及拖车采购数量。 

（三）本次拟调整设备采购具体情况 

根据“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具体进度及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拟将该项目部分设备采购内容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部分调

整，具体如下： 

购置设备名称 
购置 

数量 

原投资合计 

（万元） 

计划调整拟使

用募集资金实

施数量 

计划调整后拟

投入募集资金

小计（万元） 

集装箱 1,500 只 4,500.00 2,150 只 7,338.97  

叉车 94 台 835 10 台 203.40  

托盘 10.3 万块 5,205.00 32,900 块 1,483.10  

拖车 6 台 360 10 台 398.50  

煤场装载机 6 台 240 3 台 104.40 

RFID 射频感应系统 8 套 640 8 套 613.12  

工业手持终端机 895 台 223.75 387 台 147.26  

合计 12,003.75  10,288.75 

四、本次项目设备采购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采购事项是基于的市场环境变化、

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变化作出的结构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建设

内容、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

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采购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

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实施

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相关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采购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采购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

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云天化物流运营升级改造项目”部分设备采购的

调整未改变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对部分募投

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募投项目部分设备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事项是公司根据募

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做出的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保荐

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采购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