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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190,305.00

145,000.00

2

光伏研发中心项目

70,000.00

3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

75,000.00

335,305.00

250,000.00

合计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
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
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浙江省义乌市建设 4.3GW 的 180mm~210mm 等大尺寸高效太阳能
电池项目，总投资 190,30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45,000.00 万元。项目达到
全球先进的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制造技术水平，量产的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可达 23%，技术水平在业内处于较高水准，可满足我国“特高压”项目对高效太
阳能电池的要求。
2. 项目必要性分析
（1）新能源产业持续发展，
“平价上网”时代来临，本项目满足市场对高效
晶硅电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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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欧盟委员会、欧洲议
会、欧盟理事会签署协议，将 2030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例的目标定
在了 32%；美国许多地方州正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目前已经有加利福
尼亚州确立在 2045 年实现 100%的清洁能源、夏威夷州 2045 年实现 100%可再
生能源发电、华盛顿特区 2032 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新兴市场印
度也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年规划，未来三年兴建太阳能和风电项目超过
100GW，预计到 2022 年总装机规模达到 200GW。
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8》，中国光伏中
长期发展目标展望如下：火电装机需要从 2018 年的 60.2%下降到 2050 年的
11.1%，发电量需要从 2018 年的 70.4%下降到 14.0%；而光伏装机需要从 2018
年的 9.2%上升到 2050 年的 38.3%，发电量从 2018 年的 2.5%上升到 19.3%。可
见，未来光伏市场容量巨大。
自 2016 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各项支持包括光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以推动“平价上网”目标的实现，相关政策涵盖了“领跑者计划”、光伏补贴、
“光伏+”应用、光伏扶贫等各方面，为光伏行业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行业逐渐进入“平价上网”时代，对高效率低成本的产品需求不断加大。由
于 PERC 技术的发展成熟及成本的下降，单晶 PERC 产品将逐渐完成对常规单晶
和多晶产品的替代。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2018 年，PERC 电池市场份
额由 2017 年的 15%迅速提升至 33.50%，预计 2021 年占比将达到约 61%，远超
常规单晶、多晶等其他电池的份额。高效 PERC 电池在“平价上网”时代来临时
期，已经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大规模量产技术成熟的 PERC 电池是最符合“平
价上网”时代的产品。
公司义乌三期项目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所生产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
的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提升和发展。项目投向高效 PERC 电池的建
设，响应国家“平价上网”政策，推动“平价上网”发展及“全民光伏”的实现。
（2）本项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可以有效地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随着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日趋明显，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
源和电力消费中的比重呈持续增长趋势。为加快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变和光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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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上网”的进程，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公司结合自身多年来在晶硅太阳能电池制
造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拟加大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产能规划投入，
以满足市场对高效太阳能电池产品的旺盛需求。
目前，公司已推出 166mm~210mm 等大尺寸高效电池全新产品，并将稳健
推进晶硅太阳能电池的产能扩张，持续推动技术革新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以满足
市场对高效太阳能电池产品的旺盛需求。公司计划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产能
2020 年底达到 22GW，2021 年底达到 32GW，2022 年底达到 45GW，进一步巩
固高效太阳能电池专业制造商的领先地位。
本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可以有效地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3）本项目基于前期项目的成功经验，提升产品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
公司已成功运营佛山、义乌、天津三个基地，量产转换效率达到 22.5%以上
并持续提升。本项目是在义乌二期基础上的扩建，可以合理利用积累的技术、成
本、管理优势，在厂区设计、运行与管理过程中可以有更多的创新之处，新增产
能将更具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本项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符合未来战略布局，同时依托公司持续的技术创
新和大量的研发投入，项目完成后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由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效益一般需在项目建成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能完全释放，短期
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长
远来看，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的实现，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新增
产能可以为公司带来持久的业绩增长，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公司的盈利
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3. 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全球范围的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是必然趋势，光伏行业发展市场空间
不断扩大，对高效晶硅电池需求迅速增长
根据《BP 世界能源展望（2019）》的保守预测（渐进转型情景下），在发电
领域，可再生能源将是增长最快的能源，至 2040 年，将占新增发电量的 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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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8.4%增加到 2040 年的约 30%。其中太阳
能和风能是最主要贡献力量，尤其预期太阳能成本将快速下降，在 2020 年代中
期具有普遍竞争力。
光伏装机量保持高速增长。2009 年全球光伏总装机规模为 23GW，2019 年
累计装机规模接近 600GW，年复合增长率约 40%。十年时间光伏行业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未来，在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和新兴市场拉动
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全球光伏市场仍将保持增长，乐观情况下，预计 2025 年
新增装机将达到 200GW。

资料来源：CPIA

（2）公司作为光伏产业链的优秀一份子，具有优质且稳定的供应商关系和
客户资源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等全球前
十大的组件客户都是公司的核心客户，排名前列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商大多是公司
的合作伙伴。爱旭股份是光伏产业链的优秀一份子，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降低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增强光伏电力在与全球其它
电力竞争的成本优势。公司将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工艺优化、产品迭代，在技
术工艺交流、产品服务上保持与客户同步，与客户共同探讨发展方向，推动整个
行业产品向更高转换效率的方向发展。供应商方面，爱旭股份为单晶硅片领域的
龙头企业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硅片客户之一；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也在其公告中将爱旭股份列为其重要客户之一。除此之外，爱旭股份还
与全球领先的设备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德国 Centrotherm International AG、
RENA Technologies GmbH 以及浆料供应商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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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全方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3）公司技术优势突出，技术储备和生产经验丰富，能迅速形成有市场竞
争力的优质产能
掌握优势技术的企业迅速发展，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爱旭股份在转换效
率、双面双测技术、管式 PERC 技术、智能制造程度、180mm~210mm 等大尺寸
电池量产等方面优势明显。从转换效率来看，2019 年，公司 PERC 电池量产转
换效率已达到 22.5%，高于光伏行业协会统计的 22.3%，预计公司 2020 年量产
转换效率将突破 23%。同时，基于自主研发并取得量产规模突破的管式 PERC
技术，爱旭股份持续推动技术革新，从单面 PERC 升级至双面、SE-PERC、方单
晶、166mm、180mm~210mm 等大尺寸高效电池等多品类产品，并率先推出了“双
面、双测、双分档”技术，且管式 PERC 技术未来仍有升级空间。爱旭股份围绕
管式 PERC 技术，已形成 371 项专利技术，不断引领行业进步。
随着天津基地项目投产，公司先后成功推出了 166mm~210mm 等大尺寸高
效电池全新产品，前期建设中积累的研发储备、量产技术、生产经验等将在新产
能中得到充分的应用，迅速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产能。
（4）公司深耕行业多年，已形成专业管理团队，培养大量一线生产管理和
技术人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从事光伏电池生产制造 11 年来凝聚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核心团队长期
从事于光伏产品业务，具有丰富的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研发与专业技术团队
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能力，拥有丰富的高效电池片产品设计、生
产管理、技术研发和营销经验。
2017 年至今，义乌基地、天津基地先后完成建设、投产，培养了大批专业
高效的一线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专业的中高层管理团队和大量务实的一线生产
管理和技术人员，形成了公司管理的梯队，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
（5）新产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形成更高效的
优质产能
公司已成功运营佛山、义乌、天津三个基地，量产转换效率达到 22.5%以上
5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可行性分析报告

并持续提升。义乌三期项目是在义乌二期基础上进行的扩建，可以合理利用积累
的技术、成本、管理优势，形成更高效的优质产能。
新产线并非对原产线的简单复制，而是全方位提升公司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
效率。天津基地和义乌基地项目已实现了高度自动化、智能化，是国内最早利用
RFID、CPS、神经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于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建设的高
效太阳能电池智能制造工厂之一。该智能化工厂的建立，使得公司的材料成本大
幅降低。未来义乌三期项目将继续优化生产管理和成本控制，加强工艺改进，进
一步提高产线机械化程度，实现节能降耗，强化成本控制能力并提升管理品质，
合理优化资源，不断全方位提升公司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
4. 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190,30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45,000.00 万元，均将用于
资本性支出，剩余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项目建设投资估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设备及工程费用合计

160,305.00

1.1

设备投资

123,000.00

1.2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3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1.4

其他工程及费用

600.00

-

1.5

预备费用

205.00

-

30,000.00

-

190,305.00

145,000.00

1

2

33,000.00

145,000.00
145,000.00

3,500.00

铺底流动资金
项目总投资

5.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次拟建设的义乌三期项目，优选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单晶制绒、扩散、背
钝化、PECVD 等关键设备。建成后项目可达全球先进的硅基太阳能电池生产制
造技术水平，可满足我国“特高压”项目对高效太阳能电池的要求。
基本公司历史数据及市场预测，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6.73
亿元（不含税），年均税后利润 2.68 亿元。
根据研究，本项目的所得税后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5.05%，所得税
后项目投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4.99 年，经济效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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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目前公司已取得项目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文件。
（二）光伏研发中心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用
于光伏研发中心项目。
爱旭股份将基于自身在太阳能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整合产业链中的其他优
势资源打造光伏研发中心。本中心除支持公司内部的研发外，还拟与全球产业链
内的领先型企业、国际著名科研院所及国内、外知名高校展开广泛的光伏产业理
论创新和工程技术创新合作，力争成为光伏技术领域具备重要影响力、理论和技
术突破的重要起源地，为光伏行业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贡献力量。
本项目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光电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团队成员主要为公司现有研发人员及海内外光伏领域技术
人员。
2. 项目必要性分析
（1）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形成开放性、创造性的研发环境，有利于公司加强
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形成优质技术和专利储备，进一步巩固公司技术优势
太阳能电池制造环节是资本和技术双密集型行业，要求企业及时跟进最新的
电池制造技术以提升电池效率，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越高，生产成本越低，越
有利于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应用。近年太阳能光伏行业发展迅速，光伏行业整体技
术迭代速度较快，人才及技术的竞争激烈。公司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主要
生产工艺的核心技术，并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这些技术人才是爱旭股份持续发
展的重要资源和基础。同时，爱旭股份的大批熟练技术员工也在工艺改进、技术
设备改造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公司产品质量合格、品质稳定的重要保障。
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公司研发团队将与产业链内的优秀企业，科研院
所及高校共同合作，形成更具开放性、创造性的研发环境。项目有利于提高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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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队伍的研发能力，吸引全球优秀技术人员加入，同时形成更多技术储备以应
对和引领行业的变化，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
（2）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形成产业链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赋能的研发氛围，
可以提高研发效率，形成更多实用、可量产的研发技术，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
公司将继续与全球光伏产业链上下游的优秀企业、著名科研院所及高校等确
定合作关系，开展光伏电池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工作，提高研发效率及研发成果实
用性。光伏研发中心项目与行业优秀的客户供应商形成产业链合作，利用高校和
科研院所赋能的研发氛围，可以提高研发效率，形成更多实用、可量产的研发技
术，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
（3）光伏研发中心持续赋能公司的运营与发展
光伏研发中心项目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光电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浙江爱旭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位于义乌基地，未来义乌三期也在义乌基地内进行
建设。设立光伏研发中心后，公司培养的技术人才、形成的技术储备及研发成果，
可以持续赋能公司的运营与发展，进一步保障公司产品质量，满足增强公司持续
创新能力的需要。
3. 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公司从事光伏电池研发多年，不断吸纳海内外专业人才，已形成优秀
的研发团队
2009 年至今，公司深耕晶硅电池领域，拥有一个国际化的专业研发团队。
核心研发团队人员大部分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技术带头人团队主要由来自日
本、中国台湾等地，拥有日本京瓷株式会社、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先进半导体企业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其他核心研发团队人员主要是来自 211 和
985 院校的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共有员工 3,909 人，其中研发人员 704 人，占
员工总数的 18.01%，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研发人员约占 9.09%，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71.59%，研发骨干成员均具有丰富的光伏太阳能行
业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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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购置大量行业领先的研发设备，支持
核心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与包括弗朗霍夫研究所、荷兰能源研究中
心（ECN）、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在内的国
际知名研究院所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公司对于核心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给予
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不断吸引优质技术人员加入，形成了优秀的研发团队。
（2）光伏研发中心依托爱旭研发团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光伏研发中心依托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除了可以开展独立自主的研发活动
外，也可兼顾开展产学研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研发。公司陆续与全球光伏产业链上
下游的优秀企业、著名科研院所及高校等确定合作关系，共同合作开展光伏电池
技术和设备研发工作。
（3）光伏研发中心地理位置坐落于义乌基地，研发项目可及时在义乌基地
进行量产实践，有利于研发成果迅速转化
光伏研发中心选址位于义乌市光电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浙江爱旭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义乌基地可以为光伏研发中心的研发项目提供实践平台，
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落地提供土壤，有利于研发成果迅速转化，形成有竞
争力的产品和经济效益。
4. 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70,000.00 万元，投资项目基建及配套、研发设备、研发
经费和铺底流动资金，其中 30,000.00 万元拟通过募集资金取得，拟用于资本性
支出，剩余金额由公司自筹。
本项目投资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基建及配套

15,000.00

2

研发设备

40,000.00

3

研发经费

10,000.00

-

4

铺底流动资金

5,000.00

-

70,000.00

30,000.00

项目总投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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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可行性分析报告

有关估算依据如下：
（1）该项目场地建设总成本按照公司目前在浙江义乌的建设标准计算；
（2）设备购置费用按照项目实际需求及其市场价格预计；
（3）铺底流动资金按照基建及配套成本和研发设备购置成本的 9%计算。
5.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光伏领
域的整体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为公司各业务线提供符合产业
战略的光伏技术支撑，实现技术革新，将全面提升公司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6. 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目前公司已取得项目立项备案和报批报建文件。
（三）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7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优化财务结构。
1. 近年来公司发展较为迅速，现金流较好，但扩产形成资产负债率较高的
客观情况
公司所属的光伏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公司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持续的资金投入。近几年公司的产能持续扩张，主要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投入和银行贷款，形成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客观情况。虽然多年来，公司经营性
现金流状况均呈良好态势，广东、浙江、天津各个基地的现金流量持续为正，营
运资金充足，但高资产负债率一定程度制约了公司融资和发展。
2. 改善财务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公司及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如下所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可比公司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隆基股份

52.29

1.5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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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通威股份

61.37

0.77

0.63

东方日升

63.42

0.91

0.79

中环股份

58.17

1.04

0.94

中利集团

59.52

1.34

1.02

爱康科技

64.70

1.07

1.02

亿晶光电

48.34

1.73

1.57

中来股份

59.27

1.33

1.09

行业平均

58.38

1.21

1.04

发行人

68.58

0.64

0.57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58%，高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平均水平，速动比率及流动比率也低于 A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
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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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研发、制造、销售，拥有业内领先的 PERC
电池制造技术和生产供应能力，是全球 PERC 电池的主要供应商之一，目前拥有
广东佛山、浙江义乌和天津三大高效 PERC 电池生产基地，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 145,000.00 万元及 30,000.00 万元将分
别用于建设义乌三期项目及光伏研发中心。义乌三期项目生产的高效电池转换效
率可达 23%，高于当前市场上的 22.3%，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建设行业领先
的光伏研发中心则有助于公司提高研发能力、提升技术水平、形成企业核心竞争
力。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75,000.00 万元将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生产及研发展开，是公
司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完善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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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
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核心
竞争力得到增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
影响如下：
1.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均将相应增加，资金实力得
到有效增强，资产负债率得以降低，资本结构将得到有效优化。同时，公司的流
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改善，财务风险得以降低，有利于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为公司进一步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未来战略布局，项目完成后预计将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效益一般需在项目建
成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能完全释放，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
标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的实
现，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3.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用于募投项目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也将相应增加；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和产生效益，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
能力将得以加强，公司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预计也将逐步增加，从而进一步改
善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
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提升
公司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经营业绩，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
及股东利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具有当然的必要性及显著的
可行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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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之盖章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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