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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东电力”或“公司”）

业务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化资本结构，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具体项目及拟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立项情况 环评情况 

1 
江口开关站至天堂变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 
11,748.24 5,100.00

贺发改能源

[2015]391 号 

贺环审

[2015]39 号

2 
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一

期 22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25,022.07 21,200.00

贺发改能源

[2016]137 号 

贺环审

[2016]19 号

3 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 18,859.53 14,500.00
贺发改能源

[2016]138 号 

贺八环审

[2016]3 号

4 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 14,544.22 14,000.00
贺发改能源

[2016]310 号 

贺环平审

[2016]1 号

5 偿还银行贷款 21,200.00 21,200.00 - - 

合计 91,374.06 76,000.00 - -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计划投入上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自

筹资金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利用

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江口开关站至天堂变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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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桂东电力。江口开关站至天堂变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

总投资额为 11,748.24 万元，项目内容包括起自 110 千伏江口开关站，止于 110

千伏天堂变电站输电线路建设，线路总长度 91 公里，其中双回路 86.6 公里，单

回路 4.4 公里。建设地址位于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及平桂管理区境内，项目建设期

预计 12 个月。 

2、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提高公司在桂江流域的昭平、下福、巴江口等电站输电的可靠性，以

解决昭平、下福、巴江口等电站输电安全、经济及质量等问题。 

（2）增强公司电网的电力供应能力。近年来，随着西湾地区石梯工业园区

及其他区域的建设与发展，区域供电负荷快速增长，急需将公司在桂江流域的昭

平、下福、巴江口等电站电力便捷输送到负荷中心，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电

力保障。 

（3）完善桂东电力网架结构，形成南网与北网 110 千伏电压等级线路环状

输电网络，提高电力调度灵活性。 

本项目技术方案可行，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尽快建设江口开关站至天堂

变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将有利于提高江口至八步、西湾、信都方向的送电能力

和供电可靠性，对解决地区日益增长的用电负荷需求，减轻 110 千伏江西Ⅰ、Ⅱ

线的送电压力，解决“三大电站”在丰水期的电力送出问题有重大意义。 

3、投资测算及财务分析 

（1）投资测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总投资金额 占投资估算比例 

1 一般线路本体工程  9,589.74 81.63%

2 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666.15 5.67%

3 项目建设管理费  267.79 2.28%

4 其他费用  1,224.56 10.42%

合计 11,748.24 100.00%

（2）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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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为 11,748.24 万元，项目建成后正常生产年度销售收入为

4,577.63 万元，净利润为 658.55 万元。项目的财务预测表现良好，风险较小，

项目的投资价值较大。 

4、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由贺州发改委出具的《关于江口开关站至天堂变电站 110 千伏

输电线路工程项目申请报告核准的批复》（贺发改能源[2015]391 号）及贺州环

保局出具的《关于江口开关站至天堂变电站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贺环审[2015]39 号）。 

（二）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一期 22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桂东电力。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一期 220 千伏送出线

路工程总投资额为 25,022.07 万元，项目内容包括新建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

（一期）工程至 220 千伏立头变双回 220 千伏线路，线路长 2×85 公里，其中单

回路 2×6 公里，双回路 2×79 公里；新建铝电子产业项目（一期）至 220 千伏

蝴蝶变电站 4 回线路，线路长度约为 2×9 公里，同塔四回架设；扩建 2 个蝴蝶

变电站 220 千伏间隔以及 99 公里 OPGW 光缆。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贺州市八步区,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2、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贺州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铝产品的精细加工业已具有一定规模，目前在建

的贺州生态产业园位于市中心城区西部，总规划面积约 48.14 平方公里，为自治

区重点 A类园区，是以工业和休闲功能为主的综合发展区，重点发展产业包括电

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预计 2020 年，园区工业总产值将

超过 500 亿元。 

近年来，随着贺州生态产业园的建设及发展，区域供电需求增大，需将公司

所发电力便捷输送到负荷中心，为该区域内产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贺州市铝电

子产业项目一期 22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即为满足贺州生态产业园及周边的电力

需求而建设。 

本项目技术方案可行，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项目实施后，将有效解决贺

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的供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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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测算及财务分析 

（1）投资测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总投资金额 占投资估算比例 

1 主体工程 20,289.58 81.09%

2 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1,661.97 6.64%

3 项目建设管理费 548.48 2.19%

4 其他费用 2,522.04 10.08%

合计 25,022.07 100.00%

（2）财务分析 

项目总投资为 25,022.07 万元，项目建成后正常生产年度销售收入为

10,070.79 万元，净利润为 1,500.97 万元。项目的财务预测表现良好，风险较

小，项目的投资价值较大。 

4、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由贺州发改委出具的《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市

铝电子产业项目一期 22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贺发改能源

[2016]137 号）及贺州环保局出具的《关于贺州市铝电子产业项目一期 220 千伏

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贺环审[2016]19 号）。 

本项目将在公司现有蝴蝶变电站内进行间隔扩建，蝴蝶变电站已取得不动产

权证（桂（2017）贺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0381 号）。 

（三）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桂东电力。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总投资额为

18,859.53 万元，项目内容包括建设主变 2×180MVA，220 千伏出线 2 回，110

千伏出线 4 回；新建扶隆至蝴蝶变电站 220 千伏线路 2 回，线路长 2×27 公里；

扩建 2 个蝴蝶变电站 220 千伏间隔；配套站端通讯以及配套 OPGW 光缆通信约 2

×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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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变电站的建设地址位于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扶隆村，线路的建设地址

位于贺州市信都镇、仁义镇境内，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2、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扶隆产业区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最南端，与广东省交界，距离广贺高速不足

20 公里，交通便捷，是八步区连接广东、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作为贺州市打造百亿元优势产业规划的重大举措，产业区建成后，前期计

划承接 10-15 家企业入园。 

随着扶隆产业区的未来发展，其用电量较大，为满足扶隆产业区电力负荷的

可靠供电，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新建扶隆 220kV 变电站具有必要性。未来，在扶

隆产业区及周边发展以后，扶隆 220kV 变电站可同时对该区域进行供电。 

3、投资测算及财务分析 

（1）投资测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总投资金额 占投资估算比例 

1 主体工程 14,003.12 74.25%

2 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1,099.32 5.83%

3 项目建设管理费          671.67 3.56%

4 其他费用        3,085.43 16.36%

合计 18,859.53 100.00%

（2）财务分析 

项目总投资为 18,859.53 万元，项目建成后正常生产年度销售收入为

7,324.21 万元，净利润为 1,099.11 万元。项目的财务预测表现良好，风险较小，

项目的投资价值较大。 

4、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由贺州发改委出具的《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贺发改能源[2016]138 号）及八步区环

保局出具的《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贺八

环审[2016]3 号）。 



   

6 

本项目将在公司现有蝴蝶变电站内进行变电站对侧间隔扩建，蝴蝶变电站已

取得不动产权证（桂（2017）贺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0381 号）；此外，本项目涉

及新增用地，已取得了贺州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51101201500096 号）以及贺州国土局出具的《关于 220 千伏扶隆变电站项目建

设用地预审的批复》（贺国土资函[2016]34 号），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 

（四）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 

1、项目概述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桂东电力。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总投资额为

14,544.22 万元，项目内容包括建设主变 2×180MVA，220 千伏出线 6 回，110

千伏出线 4 回，35 千伏出线 4 回；水湾至桂水变 220 千伏双回线π入立头 220

千伏变电站线路，线路长 2×9 公里；石梯至松木 110 千伏线路π入立头 220 千

伏变电站线路，线路长 1.1 公里；松木至西湾 II 回 110 千伏线路π入 220 千伏

立头变线路，线路长 2×0.6 公里；配套站端通讯以及配套 OPGW 光缆通信。 

该项目变电站的建设地址位于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建设周期为 12 个月。 

2、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立头 220kV 变电站站址位于贺州市旺高工业园与西湾平桂工业基地之间，西

北距旺高工业园约 2km，东南距西湾平桂工业基地约 5km，立头 220kV 变电站主

要为上述工业园提供电力支持。 

旺高工业园为自治区（省）级工业开发区，规划面积约 26.5 平方公里。旺

高镇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发展前期重点以接纳粤港澳台和江浙闽

等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主，同时发展有资源可依托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加工业，并

根据工业区发展情况，逐步发展高科技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根据相关负荷预测，

园区远景负荷密度达 10MW/km
2
，远景该区负荷将达 260MW。目前该园区由松木

110kV 变电站供电，2016 年最大负荷达 72MW。 

西湾平桂工业基地为 A类产业园区，其依托贺州市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功

能辐射，建设成为贺州市的新兴工业城镇。规划城镇中心区人口 2020 年为 6.5

万人，业区规划面积为 18.88 平方公里。西湾平桂工业基地工业发展已有一定的

基础，主要为石材及超细粉加工工业、食品加工工业、建材工业、化工工业、冶

金工业和机械工业等。预计至 2017 年，西湾平桂工业基地负荷达 200MW。目前

该园区主要由西湾 110kV 变电站供电，2016 年最大负荷达 15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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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为满足贺州市旺高工业园与西湾平桂工业基地的电力负荷需求，提高

该区域的供电能力及供电效率，建设立头 220kV 变电站具有必要性。 

3、投资测算及财务分析 

（1）投资测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总投资金额 占投资估算比例 

1 主体工程  10,872.90 74.76%

2 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756.76 5.20%

3 项目建设管理费     576.19 3.96%

4 其他费用   2,338.38 16.08%

合计 14,544.22 100.00%

（2）财务分析 

项目总投资为 14,544.22 万元，项目建成后正常生产年度销售收入为

5,493.16 万元，净利润为 812.56 万元。项目的财务预测表现良好，风险较小，

项目的投资价值较大。 

4、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由贺州发改委出具的《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贺发改能源[2016]310 号）及贺州环保

局出具的《220 千伏立头输变电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贺环平审

[2016]1 号）。 

本项目涉及新增用地，已取得了贺州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 451101201500096 号）以及贺州国土局出具的《关于 220 千伏立头变电

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批复》（贺国土资函[2016]95 号），不动产权证书

正在办理中。 

（五）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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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桂东电力。为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减少财务

费用，从而增强公司竞争能力，实现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拟使用本次募

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金额为不超过 21,200 万元。 

2、项目的必要性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公司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负债率与水电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韶能股份 47.78% 50.66%

甘肃电投 72.84% 71.86%

湖北能源 36.39% 43.14%

黔源电力 75.67% 76.43%

明星电力 30.25% 31.13%

三峡水利 47.93% 47.55%

岷江水电 58.83% 62.21%

桂冠电力 62.18% 66.25%

西昌电力 50.21% 50.66%

乐山电力 48.04% 54.05%

川投能源 22.21% 23.30%

梅雁吉祥 11.09% 16.72%

长江电力 58.89% 35.66%

郴电国际 66.43% 62.24%

广安爱众 55.84% 69.42%

文山电力 43.70% 48.70%

平均值 49.27% 50.62%

桂东电力 73.57% 67.1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剔除部分资产负债率过低的上市公司 

近一年及一期，公司资产负债率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长时间较高的资产

负债率将影响公司经营的安全性。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利于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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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20,452.94 万元、25,766.50 万元、

24,327.52 万元和 21,190.95 万元，与各期营业利润比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财务费用 21,190.95 24,327.52 25,766.50 20,452.94

营业利润 16,844.98 48,177.83 9,186.79 7,346.15

财务费用/营业利润 125.80% 50.50% 280.47% 278.42%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财务费用与公司营业利润的比值较高，财务费用对公司营

业利润和净利润影响较大。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本结构，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增强公司发展潜

力。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电力工

程项目建设和偿还银行贷款。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顺应当前产业政策和社会导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使公司在业务规模、输电效率以及市场占有率等方

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供电能力将大幅增加。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本结构将

得以优化，资产负债率将降低，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优化整体财务状况。 

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逐步实施和投产，公司的业务收入水平将

稳步增长，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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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股本和净资产均将有所增

长，但因募投项目的建设及产能的完全释放需要一定时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

产收益率等指标在当期将有所下降，公司投资者即期回报将被摊薄。 

本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加大现有业务拓

展力度、加强管理挖潜、合理控制成本费用等措施，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 

综述，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以为公司在未来保持良好发展趋势奠定基础，从而

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符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

发展的需要，具有实施本项目的必要性，投资项目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会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效益。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