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7-051 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6 万吨有机肥料生
产线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估算投资总额 5,360.94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原材料供应风险、市场与销售风险、环保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了进一步促进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
司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琪德宏）的发展，充分挖掘利用安
琪德宏的发酵液浓浆价值，着力开发有机肥料产品，降低安琪德宏发酵液浓浆销
售风险，拟对安琪德宏实施扩建年产 6 万吨有机肥料生产线项目。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11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须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安琪德宏基本情况
2011 年 7 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设立安琪德宏，并
选址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投资新建年产 2 万吨干酵母生产线。2013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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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建成投产达到年产 2 万吨干酵母设计产能。2014 年 7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安琪德宏实施二期改造和扩建，新增部分关键工序设备和
完善相关辅助设施。2015 年 7 月完成扩建 6000 吨干酵母能力。2016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安琪德宏实施三期改造扩建 4000 吨
干酵母产能。截止目前，安琪德宏拥有年产 3 万吨高活性干酵母产能。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安琪德宏注册资本为 18,713.60 万元，总资产
62,751.19 万元，总负债为 41,416.18 万元，净资产 21,335.01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23,341.85 万元，净利润 1,911.15 万元。
（二）项目实施基本方案
1、投资主体：由安琪德宏出资建设该项目，考虑到项目选址属于陇川县同
一税务管理区域，不考虑新设公司主体，项目将作为附属生产工厂由安琪德宏统
一管理。
2、实施地点：项目选址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距离安琪德宏现有厂区约 5
公里，占地面积约 57 亩。
3、技术方案：安琪德宏有机肥料生产线扩建项目按照年处理 10 万吨浓浆、
9900 吨糖渣等固废进行设计，拟采取喷雾干燥生产工艺和颗粒肥料生产工艺相
结合的技术方案。一方面，安琪德宏将建立有机肥料干粉生产线，将现有三套喷
粉干燥设施从工厂搬迁到新址，并新增一套设施增加能力，以废水浓浆为原料，
生产有机肥干粉原料，全年运行 330 天，将每年产生的 8.5 万吨废水浓浆全部处
理，生产成干粉 4 万吨。另一方面，安琪德宏将建设颗粒肥料生产线，全年运行
330 天，以糖渣、活性污泥等固废为原料，添加甘蔗渣或烟杆粉等辅料后进行发
酵、干燥、造粒、包装，生产成为有机肥料，产品达到农业部颁布行业标准，年
处理量为 9,900 吨固废，年可生产颗粒肥料 2 万吨。
4、产品方案：根据上述生产技术方案，项目将年产 6 万吨有机肥料，其中
有机肥原料及干粉有机肥 4 万吨，颗粒有机肥料 2 万吨。
5、投资估算：项目估算投资总额 5,360.9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491.5 万
元，设备购置及安装 1,838 万元，土地购置费 680 万元，资本化利息 63.44 万元，
流动资金 288 万元。
6、筹资方案：项目计划由安琪德宏银行借款 2,500 万元，剩余资金自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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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7、实施进度：项目计划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土建施工，2018 年 7 月完成设
备调试，8 月底建成投产，建设期 8 个月。
（三）项目实施的基本条件
1、主要原料供应。
本项目以安琪德宏环保处理生产的发酵液浓浆为主要原料，生产颗粒有机肥
和干粉有机肥料，每年消耗废水浓浆 9 万吨以上。此外，项目在生产颗粒有机肥
过程中，将添加谷糠或甘蔗渣、烟杆等辅料进行吸附，年需求量为 1.3 万吨。德
宏州甘蔗渣资源相对丰富,同时德宏陇川还种植有烟叶，如果该项目甘蔗渣的数
量受限，则可以用烟杆代替。
2、公共设施保障。
项目选址于云南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距离陇川县城约 15km，距安琪德宏
厂区约 5 公里，交通较便利，生产所需的原料及燃料均可通过汽运解决。该场址
距离县城、周边居民有相当距离，可降低对周边环境影响和环保风险。项目配套
设设施齐全，10KV 供电，1600KVA 和 1250KVA 各一台，可以满足新肥料厂的二次
改造，用水可以采用下小河水，目前不需要蒸汽。
（四）环境保护
本项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废气、噪声。针对废水部分，排放的废水
主要为生活污水，日排放量约 10m3 左右，该废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到城市
排水管网或相应罐车运走。废气为本项目产生的最大污染源。废气通过迷宫式除
尘室、碱液喷淋洗涤等多种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保证废气排放达到《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要求。针对噪声，现场会将高噪声设备集中
布置，建筑上采用隔音和吸声措施，使生产区域满足厂界噪声达标要求。
（五）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充分利用安琪德宏内部资源，降低环保风险。
目前，安琪德宏在现有厂区内建有机肥料生产车间，以发酵液浓浆为原料，
采用喷雾干燥生产工艺，年可消耗浓浆 7 万多吨，可产有机肥料 3 万吨以上。
随着安琪德宏二期三期扩建，酵母产能已达到 3 万吨，日产浓浆约 250 吨，年估
计将达到 9 万吨。为了充分利用安琪德宏内部资源，降低环保风险，保障酵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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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产品产能完全达产，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浓浆喷粉干燥为有机肥料的能力，但安
琪德宏现有厂区已无合适位置。因此，实施本项目将酵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浓
度酵母发酵液转变为浓浆，并将浓浆作为生产有机肥料的良好原料进一步经喷粉
干燥生产成有机肥料对外销售，或直接对外销售或处置，实现了环保处理达标。
2、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促进安琪德宏有机肥料的规模化生产，提升经济效益，
保障公司稳步发展。
本项目的实施可增大浓浆干燥生产有机肥料的产能，通过将浓浆生产成有机
肥原料实现对外有价销售，可实现一定经济效益。将厂区内现有有机肥料生产设
施搬离至新场地，实现有机肥料的规模化集中生产，并可减少浓浆喷粉干燥过程
对酵母厂区影响，更符合酵母生产要求。
（六）项目实施的财务可行性分析
通过测算，本项目增量投资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为 6.36 年，
动态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为 9.06 年，达产期间盈亏平衡点为 25926 吨，
项目净现值达到 1504.7 万元，表明本项目投资的现金流入所发生的回报率超过
资本成本，并且该项目内含报酬率达到 12%，高于股东预期报酬水平，因此本项
目增量投资部分增厚了公司合并效益，具有财务可行性。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充分利用安琪德宏当地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进
一步稳固公司酵母生产质量优势，提升公司经营发展，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将持续推动公司的稳
健、健康发展。

四、项目的风险提示
1、原材料供应风险。
本项目主要原料除安琪德宏生产的废水浓浆外，还主要包括谷糠或甘蔗渣、
烟杆等生产颗粒肥所需的吸附原料，年采购需求量达到 1.3 万吨，存在采购不力
供应短缺的风险。据调查，德宏英茂景罕糖厂的甘蔗渣年多余量约为 4 万吨左右，
本项目年需要甘蔗渣 1.3 万吨，占甘蔗渣产量的 30%。同时德宏陇川还种植有烟
叶，年产烟叶 20 万吨，年产烟杆 5 万吨左右，如果该项目甘蔗渣的数量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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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用烟杆代替。因此本项目吸附废水浓浆的甘蔗渣（或烟杆）原料来源有可
靠保障。
2、市场与销售风险。
本项目生产的有机肥包括颗粒有机肥和有机肥干粉。这两类肥料中，安琪福
邦有机肥干粉已在云南形成销售市场，市场风险较小。但颗粒有机肥产品属于一
种新产品，市场拓展和客户认可存在一个过程，存在市场销售不利导致库存增加、
盈利下降甚至亏损的风险。安琪酵母于 2008 年成立了环保事业部，专门负责各
子公司的肥料销售，2012 年销售肥料总量已经突破了 10 万吨以上，肥料的销售
风险可控。
3、环保风险。
本项目最大的环保风险为废气的排放。本项目排放的废气为有机废气，成分
比较复杂，目前国内的废气治理技术都难以将其处理达到无味的程度，而现有的
废气技术处理后，废气可以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的要求，
但达到标准后，废气还是有一定的异味，因此废气的排放具备一定的环保风险。
经过实践验证，肥料生产产生的废气通过初步治理后，在有组织排放的情况
下（烟筒高度大于 15 米），在 1 公里外基本上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位置周
边 3 公里内全部为已耕种农田，居民居住较少，未来也没有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
划。公司也将继续加强对本项目废气和异味的治理研究，密切与周边居民的社区
关系，确保本项目因异味产生风险可控。

五、可行性研究结论
1、从战略上分析，本项目为安琪德宏的环保配套项目，是安琪德宏正常经
营不可分割的部分，对降低安琪德宏废浓浆销售风险和环保运行风险、提升废水
浓浆利用价值，保障酵母产能完全达成和实现企业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作用。此
外，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有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有机肥料产业化技
术开发与应用”受到国家鼓励发展，可享受相关西部开发政策。
2、从项目选址、实施方案等分析，本项目选址远离城市和居民区，可以实
现通过项目厂址的选择来规避废气带来的风险，减少现有有机肥生产与酵母生产
同属一个厂区给酵母生产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项目采用颗粒线和粉状生产线混
建的模式，可以大幅度减少投资及运行费用，工艺技术方案成熟，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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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财务测算上分析，本项目作为安琪德宏的配套环保项目，基本可以实
现盈亏平衡，符合安琪德宏迁址扩建有机肥料生产线的利润预期。同时考虑到该
项目作为环保项目对德宏公司的不可或缺性，即使将来若实际运行中出现亏损，
也在安琪德宏的可承受范围以内。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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