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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

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1.32GW 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 153,179.96 119,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 51,000.00 51,000.00 

合计 204,179.96 17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

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

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1.32GW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 1.32GW 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由浙江爱康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具体建设实施。

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约为 153,179.96 万元，项目按总体规划分期分阶段实施，预

计 2022 年 1 月全部建设完成。项目选址在国家级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长兴

县煤山镇先进产业制造园）。 

本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实现年产 1.32GW 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

的生产规模，有利于增强公司产品供给能力，扩大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号召，推动我国光伏产业及相关行业的提升和发展 

本项目产品属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2013

年修订》鼓励类产品，包括：第五项“新能源”中的第 1 条“太阳能热发电集热



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第十九项“轻工”中的第 18

条“先进的各类太阳能光伏电池及高纯晶体硅材料（单晶硅光伏电池的转化效率

大于 17%，多晶硅电池的转化效率大于 16%”、第二十八项“信息产业”中的第

25 条“半导体照明设备、光伏太阳能设备等”。 

因此本项目产品完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而本项目无论是在技术和规模方面

都将对整个行业起到带动作用，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光伏产业及相关行业

的提升和发展。 

2、把握光伏行业升级转型契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当前全球光伏产业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很难实现与其它发电

方式进行价格竞争，其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为了促进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过去十多年来，我国一直采取光伏补贴的政策进行扶持。要保证光伏产业的健康

发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实现平价上网是光伏产业发展的唯一选择。 

就成本而言，光伏产业的组件、逆变器、支架、变压器、线缆、建筑工程费

用等下降空间有限，土地、融资、税收等也没有下降的空间，光伏电池组件本身

的转化效率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技术创新引领光伏平价上网的核心路径。因此，

本建设项目正是以技术创新和提升效率为基本发展战略。 

在产品路线方面，公司技术团队根据对异质结（HJT）技术数年的调研与分

析，确定异质结技术是最具可能替代传统单多晶技术，成为下一代主流光伏技术。

因此，本项目以超高效率异质结（HJT）电池为核心，使用 N 型硅片正反两面纳

米级非晶硅镀膜及纳米级透明导电膜形成对称结构的双面电池，双面都可以吸光

发电，技术门坎高，属于半导体等级的工艺。通过对薄硅片应用，镀膜材料自制，

双玻组件叠瓦技术以及设备国产化等技术的整合，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目标。 

公司作为中国较早投身光伏新能源事业的民营企业之一，已逐渐发展成为以

光伏配件制造、高效电池组件制造、新能源电力服务为三大核心业务的新能源综

合服务提供商，亦亟需在传统优势业务基础上，大力发展异质结等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的新产品，实现提质降本增效、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建设 1.32GW 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

项目是公司巩固在光伏行业积累的资金、技术、管理及市场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转型的重要举措。公司将凭借在光伏行业中的产业基础和较强的品牌优势，把握

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产业和产品的升级调整，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综合

竞争力。 

（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光伏行业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市场空间广阔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 2019》报告显示，世界光伏

装机总量从 2013 年的 135GW，逐步增至 2017 年的 386GW，截至 2018 年底，

装机总量达到 480GW，较 2017 年增长 24%。世界光伏装机总量用 5 年时间，实

现了 3.5 倍的增长。其中，亚洲、美国及少数欧洲国家和南美、中东地区等新兴

国家成为支撑 2018 年光伏新增装机量的主力。 

近年来，受传统能源的紧缺和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问题的影响，全球新能源

产业发展迅猛，而光伏行业作为新能源产业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

国家，都处于蓬勃发展态势。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光伏

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 1,721GW，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加至 4,670GW，光伏行业

市场空间广阔。 

2、产品优势突出，符合行业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新兴的硅太阳能电池，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制程简

单等优势。太阳能电池，是基于光生伏特效应开发出来的一种光电转换器件，目

前国际光伏市场上的太阳能电池主要有晶体硅（包括单晶硅、多晶硅）、非晶／

单晶异质结（HJT）、非晶硅薄膜、碲化镉（CdTe）薄膜及铜铟硒（CIS）薄膜太

阳电池等。其中商品化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仍占主流，其光电转化效率已达 25％，

但受到材料纯度和制备工艺限制，很难再提高其转化效率或降低成本；而非晶硅

太阳能电池虽然能大面积生产，造价又低廉，但其转换效率仍比较低，并且稳定

性差。采用异质结（HJT）结构的硅太阳能电池是在晶体硅片上沉积一层非掺杂

（本征）氢化非晶硅薄膜和一层与晶体硅掺杂种类相反的掺杂氢化非晶硅薄膜，

采取该工艺措施后，改善了 PN 结的性能，因而使转换效率达到 24%以上，并且

全部工艺可以在 240℃以下实现。 



相较于与目前主流的晶硅太阳能，异质结单晶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发电性能上

可实现 25%的增益，已经得到业界的公认。国家能源局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

布的《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将推动高效、低成本晶体硅电池商

业化。但是传统单多晶技术的效率提升瓶颈越发凸显，量产效率最有可能超过

23%的光伏技术当属异质结单晶太阳能电池，异质结产品优势突出，未来发展前

景广阔。 

3、公司具备充足和稳定的客户资源 

自成立以来，公司凭借着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赢得了大批优质客户，包括国

际知名企业与实力雄厚的大国企。同时，公司与浙能集团等大型能源集团均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电站开发、投资等方面都开展了全面合作。公司长

期以来积累的这部分优质客户，具有信誉良好与需求稳定的特点，并且具有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通过长期的合作，公司已经获得了这些优质客户的认可，并逐步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公司主要制造类产品为光伏配件领域，客户资源

具有一定交叉性，优质客户的背书对于新产品的推广也将大有助益。 

4、公司具备充足的行业技术及人员储备 

公司自 2011 年进入光伏发电领域，累计运维管理容量超 1GW，通过上述项

目的投资运营、出售，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开发、运维经验，储备了足够的

技术和管理人才，具备了从开发、设计、建设到运维的电站全寿命期管理能力和

技术解决能力，具有行业领先的专业化、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运营

管理体系和信息化平台。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在行业经验、技

术、人员、市场等方面均具有良好基础。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技术、人员、市场等方面的储备，确保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项目投资概算及经济效益 

1、投资规模 

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约为 153,179.96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投入募集资金

119,000.00 万元，如有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进行投资。 



2、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达产后，能较大的提高公司的产品产能并增加公司的业务收入，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涉及的报批事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立项、环评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51,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

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降低公司负债规模，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公司财务

费用，满足未来业务不断增长的营运需求。 

（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近年来，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制定发展战略，加快产业升级步

伐，公司生产运营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亟需补充资金实力，以增强持续经营

能力。此外，公司不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增强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能力。未来公司还需要持续引进高水平的优秀技术人才，在管理、研发

等方面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为公司经营

发展、研究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2、优化资产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能够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提高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流

动资金的稳定性、充足性，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也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 

3、缓解债务压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为支持发展战略，公司近年来加大投资力度和资本开支规模，资产规模和业

务规模不断增加，日常营运资金需求亦不断增加。除依靠自身的经营性现金流量



满足日常经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外，随着公司建设项目及运营项目增多，为解决

公司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来筹措资金。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25.81 亿元

与 3.98 亿元，公司未来还款压力较大。因此，通过募集资金偿还部分有息负债，

有利于缓解公司的偿债压力，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

公司的财务稳健程度。 

（三）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项目的实施，短期来

看，将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抗

风险能力；长期来看，将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使公司的资

金实力和资信等级进一步提高，对公司经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可有效提高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及巩固

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

升公司的综合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符合公司长远的战略目标，促进公司进一步

夯实拓展光伏业务，进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盈利水平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

本次募投项目从投入、建设、运营存在一定周期，经济效益不能立即体现，因此

存在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摊薄的风险。但从中长期来看，

本次募集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从而对提高盈

利能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充裕的资金有助于顺利实施公司战略规划，进一步

提高公司的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2、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得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获得大幅提

升；随着募投项目建设的陆续投入，未来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有所增加；

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投产，未来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将有所增加。本次非公

开发行将进一步优化公司整体现金流状况。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符合当前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未来的

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提升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全面加强核心业务，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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