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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远略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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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2.45 亿元。包括一个日处理 1500 吨石墨原矿的选矿厂；一

个包括高纯石墨、可膨胀石墨、大功率石墨电极三条生产线的高新技术企业；一

个以石墨基新材料研发并批量生产石墨烯、石墨长效蓄电池、纳米石墨为主的石

墨新材料研发中心三个子项目。 

建设石墨深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建成三条生产线：一是高纯石墨生产

线，二是大功率石墨电极的生产线，产值预计达到 9 亿元；三是可膨胀石墨生产

线，产值预计达到 1.5 亿元；四是建成全国一流的石墨基新材料研发中心，研发

并批量生产双层、单层石墨烯、石墨长效蓄电池、纳米石墨基材料，产量预计为

0.5 吨，产值高达 12.5 亿元。所有子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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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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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生产规模与产品方案】 

 

图表：项目产品产量规划 

名称 数量 单价 销售总额 

一期产品 1：高纯石墨 2.35 万吨 10500 元 2.4675 亿元 

二期产品 2：大功率石墨电极 30000 吨 30000 元 9 亿元 

二期产品 3：可膨胀石墨 3000 吨 50000 元 1.5 亿元 

二期产品 4：石墨烯 0.5 吨 25 亿元 12.5 亿元 

总计 56500.5 吨  25.4675 亿元 

 

图：项目产品——高纯石墨 

 

 

图：项目产品——大功率石墨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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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项目产品——石墨烯 

 

 

【项目产品原料】 

 

图表：项目产品原料列表及日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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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用量 单价 总价 

原矿 1500 15 元/吨 22500 元 

水矿比 4：1 4X1500 1.1 元/立方 6600 元 

电 1218.5X24 小时 1.1 元/度 32168.4 元 

磨矿钢球消耗 1500X0.08 8 元/公斤 906 元 

衬板消耗 1500X0.06 6.5 元/公斤 585 元 

浮选药剂：起泡剂 10 克 X1500 6 元/公斤 90 元 

捕收剂 20 克 X1500 7.5 元/公斤 225 元 

烘干：柴油 5：1 5 7.5 元 37.5 元 

合计成本   63111.9 元 

 

 

 

 

【项目设备选型】 

 

图表：日处理 1500 吨石墨矿选矿设备 

设备名称 台数 功率（KV） 价格（元） 

溢流式球磨机 2700X3600    

鄂式破碎机 PE400X600    

短头圆锥破碎机 PXB-1200    

框式输送带机 800X20000    

振动给料机 GZQ-0938    

振动台 SZZ1250X2500    

圆盘给料机 1000    

高堰式螺旋分级机 2FLG-1500    

浮选机 SF2.8-6A    

药剂搅拌桶 XB-2500    

浓缩机 NZS-12    

浓缩机 NT-45    

真空过滤机 BS-20    

真空过滤机 BS-60    

间接式烘干窑 18 米    

包装机 MS20    

袋式收尘器 MD-600    

桥式起重机 5T-10    

渣浆泵 5PS    

渣浆泵 6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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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图表：石墨深加工工程设备选型 

序 设 备 名 称 型号规格 数量 总价 

号 （台、套） （万元） 

一 煅烧车间    

1 24 罐逆流式煅烧炉    

二 压型车间    

1 电极挤压油压机 

（包括抽真空及 

破碎通风改造） 

   

2 电子配料系统    

  合  计    

三 焙烧车间    

1 18 室敞开式双层 

环式焙烧窑 

   

2 30 室敞开式双层 

环式焙烧窑 

   

  合  计    

四 隧道窑车间    

1 隧道窑    

  其中：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    

  耐火材料    

  其他    

五 浸渍车间    

1 浸渍系统    

  其中：热媒系统    

  预热系统    

  沥淸系统    

  加压系统    

  抽真空系统    

  冷却系统    

  沥青供给系统    

  自动控制系统    

  其他    

六 石墨化车间    

1 内热串接石墨化炉    

  其中：变压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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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施 

  多功能行车     

  顶推装置    

  冷却水系统    

  抓斗机    

  其他    

七 检测设备    

1 炭素试样电阻率 

测试仪 

   

2 电极电阻率测试仪    

3 接头电阻率测试仪    

4 抗折强度测试仪    

5 热膨胀系数仪    

6 弹性模量仪    

7 分析天平    

8 灰分分析装置    

9 挥发分分析装置    

10 真密度分析装置    

11 沥青分析装置    

12 粒度组成筛分装置    

13 焙烧温度电脑 

监控系统 

   

  总  计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 2.45 亿元，其中 5000 万元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1.95 亿元来

源于银行贷款与项目融资。 

图表：项目总投资及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7432.80  30.34% 

2 设备购置费 7875.10  32.14% 

3 无形资产购置费 1000.00  4.08% 

4 安装工程费 360.58  1.47% 

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6.68  0.68% 

6 基本预备费 168.35  0.69% 

7 涨价预备费 166.68  0.68% 

8 建设期利息 1170.00  4.78% 

9 建设投资合计 18340.20  74.86% 

10 铺底流动资金 6159.80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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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总投资 24500.00  100.00% 

 

【财务评价】 

通过项目预期销售产能的实现程度来分析项目的盈亏平衡问题，可以发现，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项目的预期产能达到 63.8%，即可保本不发生亏

损。如下图所示： 

y = 254675.00 x

y = 118828.77 x + 866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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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x=63.8%时达到盈亏平衡

 

 

经过财务测算和分析，本项目（年平均值）年收入 254675 万元，年增值税

22894.75 万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2289.48 万元，项目正常年份利润总额为

48646.27 万元，按利润总额的 25%计缴企业所得税，年上缴所得税额为 12161.57

万元，税后利润为 36484.70 万元；项目投资利润率 55.65%，项目投资利税率

90.99%，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79.55%，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7.57%，税前

财务净现值（i=10％）175065.89 万元，税后 129852.36 万元；税前投资回收期

3.36 年，税后投资回收期 3.69 年，其中均含建设期 18 个月。 

 

【项目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项目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渠道有： 

 

 报刊和专业杂志 

 国家发改委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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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十二五”规划全文 

 行业协会出版物 

 地方统计数据 

 行业年鉴 

 企业上市招股说明书 

 产业研究报告 

 政府各管理机构对外公开的档案(如工商企业注册登记通告,上市公司业绩报

告,专利,工业标准等) 

 政府出版物(如统计资料 政府工作报告 各类白皮书等) 

 博思远略数据分析中心数据库系统（包括：行业数据库子系统、政策数据库

子系统、案例数据库子系统、企业数据库子系统、投资数据库子系统、数据

查询子系统、数据自动推送子系统、投资风险评估子系统、投资效益分析子

系统、资料统计查询子系统） 

 360 投资情报研究中心【产业数据库】 

 360 投资情报研究中心【企业数据库】 

 360 投资情报研究中心【案例数据库】 

 经销商、供货商 

 项目组调查问卷 

 …… 

【联系方式】 

电 话：010-52322687 

手 机：18610382427 

联系人：胡先生 

网 址：公司官方网站   www.bothfuture.com.cn 

360 投资情报研究中心  www.touzi360.com.cn 

       360 市场研究网        www.shichang360.com 

E-mail：shichang360@126.com 

微信号：shichang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