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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核建”）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概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0,856.64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工程PPP项目 234,499.00 114,143.03 

2 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项目 243,154.31 54,200.00 

3 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项目 51,078.37 24,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 58,313.61 

合计 618,731.68 250,856.64 

 

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募集资金用途需要，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范围内，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调整并最

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

置换先期投入。 

二、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建筑行业持续稳定增长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

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筑行业的发展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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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情况如下： 

2016-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增长推动了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2021年3月，全国

人大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决议，提到“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推广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住宅，

建设低碳城市”。2016年至2021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及同比增速变化如下。 

2016-2021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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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加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 

2018年以来，公司新签合同规模增速持续保持在10%以上。2020年，公司新签

合同金额首次突破千亿规模，新签合同金额为1,099亿元，2021年公司新签合同金额

达到1,241亿元，新签合同金额持续增长。建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随着公司

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为保证公司新签项目稳步建设，公司存在一定的资金需求。 

3、PPP项目模式和EPC项目模式是建筑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随着国内建筑施工市场环境的变化，依靠传统投标模式获取施工任务已无法满

足建筑企业做强做大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以投资带动项目建设的PPP项目模式

以及集勘测设计、项目施工和设备采购集成化、统一化的工程总承包（EPC）模式

成为支撑建筑企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PPP模式下，建筑企业参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包括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等

多个阶段。建筑企业由原来单一的施工承包商向投资商、施工承包商、运维服务商

等角色转变。全过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助于建筑企业实现投资、建设、运营

一体化、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扩张的目标。 

EPC模式下，建筑企业作为总承包方将实施阶段的三个主要工作即勘测设计、

项目施工和设备采购“集成化、统一化”，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协作，解决过去工程建设切块分割、碎片化管理问题，从

而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具备丰富的工程施工建设项目经验 

公司是我国核电工程建设领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专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企

业，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连续37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工程建设的企业。公司作为我国核

电工程建设龙头企业，自成立至今一直代表着我国核电工程建设的最高水平。 

依托在核电工程建设领域积累的优势，利用核电工程严格的质保体系和技术实

力，公司在工业与民用工程建设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搭建市

场开发合作平台，拓展基础设施、能源环保等领域，完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

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具备丰富的工程建设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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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技术积淀深厚，科技引领成效显著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依托，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

和发展战略，加大科研投入、加强体系和平台建设、完善科技成果管理和转化机制。

公司的科研投入和科研体系保证了公司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为公司

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支持。 

截至2022年9月20日，公司有效专利总量超过1,900件，其中发明专利386

项。我国核电行业首个自主研制的窄间隙氩弧焊接机器人突破了“卡脖子”关

键技术，实现了核电关键核心建造装备的自主化。15项自动焊技术和智能焊接

装备实现在核工程项目的全覆盖。 

3、积累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市场赞誉 

借助资本市场的宣传效应，公司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业务扩展。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雄安新区建设等战略

的深入实施，公司持续深化与各地方政府深度交流，签署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协议，

积累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市场赞誉。 

三、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提升公司资本金实力，满足未来发展资金需求 

鉴于建筑行业未来持续稳定增长，预计未来公司业务规模将保持持续增长，

公司对流动资金需求也将相应增加。目前，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方

式解决流动资金需求。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通过股权融资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 

（二）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717.43亿元，总负债为1,418.21亿元，合

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82.5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保障公司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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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工程PPP项目 

1、项目概况 

该工程由港窑路夷陵区段主线工程、东城大道南延线、姜平路连接线等3个子

工程组成，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涵、隧道、交通、给排水、管线、电气、绿化等。

具体情况如下： 

（1）港窑路夷陵区段主线工程。该工程起于港窑路夷陵区与西陵区交界处（李

家冲），止于宜黄一线公路（姜家湾村青龙咀附近），道路长11.2公里，城市快速

路，设计时速80km/h，宽30至50米，其中工程起点至东方大道段主线宽30米，双向

六车道；东方大道至宜黄一级公路段宽50米，主线双向六车道。辅道双向四车道。

该工程设立交6座（一般互通立交3座，菱形互通立交3座），分离式山岭隧道1座（左

洞208米，右洞226米），明挖隧道1座长200米，桥梁8座长1584.8米。 

（2）东城大道南延线工程。该工程起点为郭家湾居民点附近顺接现状东城大

道，终点接港窑路叶家冲喇叭立交，道路长1.08公里，红线宽26米，双向四车道，

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40km/h。设置分离式山岭隧道1座（左洞267米，右洞271米），

喇叭型互通立交1座。 

（3）姜平路连接线工程。该工程起点为姜平路与夷兴大道交叉口，终点接港窑

路杨家场菱形立交，道路长0.878公里，红线宽26米，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

计速度40km/h。设置桥梁1座长75米。 

2、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234,499万元，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14,143.03

万元。 

3、工程管理模式 

本项目采用PPP方式建设。公司与政府出资方代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

司，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PPP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其中各子项目的建设期为3年，运

营期为12年。 

4、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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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被列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的PPP综合信息平台系统

项目库。本项目已取得的资格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1 
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和改

革局 

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夷发改投资〔2017〕

106号 

2 
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和改

革局 

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工程

初步设计的批复 

夷发改投资〔2017〕

140号 

3 
宜昌市夷陵区环境保护

局 

关于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夷环函〔2017〕120

号 

 

5、经济效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投资收益率为7.33%，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项目 

1、项目概况 

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是德州市重点规划的区域卫生资源，定位于建设具有国际

视野、国内领先水平的百年医院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35.36万平方米，将提供

医疗床位约1,500张，养老床位500张。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将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

的医疗服务，也将为区域的医疗人才培养、医疗能力的提升提供更为优质的环境，

更好地为德州市提供医疗技术保障，成为一所具有自主科研能力、集医教研防康养

于一体的复合型医疗中心。 

2、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243,154.31万元，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54,200万元。 

3、工程管理模式 

本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管理模式。 

4、项目审批情况 

本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已与业主方德州市医疗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德州市东部医疗中心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截至本报告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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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日，本项目业主方德州市医疗发展有限公司已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序号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1 
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 
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 

2018-371491-83-03-

047730 

2 
德州市生态环境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 

关于德州医疗发展有限公司德州

市东部医疗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德环经开字[2019]1号 

 

5、经济效益测算 

本项目通过工程款收入与工程投入成本的差价实现盈利。经测算，本项目毛

利率约为8.52%，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为12.58万平方米，主要包括

科综合楼、医养康疗中心、医技用房建设以及配套医疗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采购安装。

新院区建成投入使用后，将推动砀山县医疗水平达到皖北及周边地区一流的县级医

院水平，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就诊医疗需求。 

2、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51,078.37万元，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24,200.00万元。 

3、工程管理模式 

本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管理模式。 

4、项目审批情况 

本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已与砀山县欣荣城乡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EPC）项目总承包合同》，截至

本报告签署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序号 发文机关 文件名称 文号 

1 
砀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关于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发改投资[2019]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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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砀山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砀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三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砀环管[2016]105号 

 

5、经济效益测算 

本项目通过工程款收入与工程投入成本的差价实现盈利。经测算，本项目毛

利率约为8.00%，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58,313.61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公司资

本结构，降低经营风险，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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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的要求，有利于公司在国内建筑施工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行业影响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的经营业绩，保证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

整合。本次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

务领域的能力，优化公司未来的产业布局和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能

够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公司营运资金得到进一步充

实，有助于控制公司债务融资规模，从而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期

内可能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相关

项目效益的实现及财务费用的节省，未来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预计将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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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六、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说

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二）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

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也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

主要业务的公司； 

（四）募投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

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五）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规定存

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以及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

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及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

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