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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荣晟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

罗京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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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东方明达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

刘德军

月懿文

益阳博程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长沙德恒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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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及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 前聚焦于碳/碳复合

材料及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的晶硅制造热场系统。截至⒛⒛年9月 末,公司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l家 。

表 2 截至 zO⒛ 年 9月 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 )

湖南金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股权投资等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二、本期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发行总额:不超过ω,990.19万 元 (含 ):

债券期限和利率:6年 ;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未偿还的本期债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J息 ;

转股期限:自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期债券到期

日止 ;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及调整:本期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⒛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该⒛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或由董事

会授权的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3,00000 10000% 股权投资等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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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生产设备。

2、 项目审批情况

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已取得益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关于热场复合材料

产能建设项目备案的证明》 (益高行发改[20⒛ ]197号 ),公司与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编号为
“
地

字第铝0900⒛⒛00069号
”
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益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出

具的 《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的意见》,同意项目选

址,截至⒛⒛年11月 末,环评批复正在办理过程中。

3、 项目投资进度

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⒛,131.18万 元,其中建筑工程费33,100.笱 万

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⒛,567.80万 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7,364.35万 元、基本预备费3,098.5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3,000.00万 元。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为⒛个月,建

设周期从2陇0年 11月 至⒛22年 10月 。截至⒛⒛年9月 末,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已投

资1,%1.00万 元,系购买项目建设用地的款项。

4、 项目经济效益

根据湖南城市学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热场复合材料产能建设项目达产后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为年产600吨 ,达产

当年新增营业收入为55,480.95万 元,达产后计算期 (10年 )平均净利润为10,088.69万 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市场需求、行业竞争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项 目投产后

能否实现预期的收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运营环境

受光伏硅片大尺寸发展趋势和材料特性影响,碳基复合材料逐步替代石墨材料在热场

部件的应用,具备先进技术的碳基复合材料厂商未来市场占有率有望提升

先进碳基复合材料是指以碳纤维为增强体,以碳或碳化硅等为基体,以化学气相沉积

或浸渍等工艺形成的复合材料,主要包括碳/碳复合材料产品 (碳纤维增强基体碳 )、 碳/

陶复合材料产品 (碳纤维增强碳化硅)等。其中碳/碳复合材料具有比重轻、热膨胀系数

低、耐高温、耐腐蚀、摩擦系数稳定、导热导电性能好等优良性能,是制造高温热场部件

和摩擦部件的最佳候选材料,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高温结构材料之一。

在光伏产业链中,单晶拉制炉、多晶铸锭炉热场系统用于晶硅制造产业链的前端,是

单晶硅棒、多晶硅锭制造的核心部件,对单晶硅、多晶硅的纯度、均匀性等品质具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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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6%    )%%    <20%    )80%    <35%    )65%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市场竞争格局方面,目 前国内的碳基复合材料厂商包括公司、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天火箭

”,003009.SZ)的全资子公司西安超码科技有限公司等。

碳基复合材料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改进制备碳基复合材料的生产工艺,研制低成本、

高性能、大尺寸、复杂结构的碳基复合材料,是促进该材料产业化应用的关键,因此碳基

复合材料研发和生产存在较高的门槛,特别是随着光伏硅片大尺寸发展趋势和光伏平价入

网降低成本要求,具备先进技术的厂商在规模和成本上优势将逐步凸显,未来市场占有率

有望提升。

在政策支持和成本下降的影响下,未来光伏发电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对光伏硅

片热场部件需求形成支撑

在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常规能源短缺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形势下,光伏

发电技术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太阳能开发利用规模迅速扩大,全球光伏新增

装机规模由⒛11年的30.⒛GW增长至⒛19年 的120.00GW,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82%。 从

国内来看,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从⒛11年 的2.TOGW增 长至⒛17年 的53.00GW,后 受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⒛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政策 (以

下简称
“
531新政

”)影响,⒛ 18年和⒛19年 的新增装机规模出现下滑,分别为仍.%GW

和30.10GW,2∞ 0年 19月 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为18.7GW。 对于国内光伏企业而言,除

了受益于国内新增装机规模,欧洲MIP结束后当地光伏市场需求明显复苏及组件价格大幅

下跌提升新兴市场增长空间均带动光伏产品出口,⒛⒛年前三季度光伏组件出口53.6GW,

整体呈现内外需共同驱动的特点。

从政策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

国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增加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我国颁布了
—系列的

政策法规,为光伏行业发展营造了优良的政策环境。

表 5 近年国内光伏行业主要行业政策

光伏产业是基于半导体技术和新能源薷求而

兴起的朝阳产业,是未来仝球先进产业竟争

的制高点,提出了以构建智能光伏产业生态

体系为 目标 ,加 快提升光伏产业智能制造水

平 ,鼓励智能光伏系统建设与运维水平提升

并在多领域大规模应用 ,促进我国光伏产业

迈向全国价值链中高端等要求 ,优化光伏产

业发展环境 ,形成⋯批具有竞争力的解诀方

《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⒛ I8⒓ 匝0年 〉》

⒛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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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和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图3 全球光伏发电LOCE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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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IR卧丨A,中证鹏元整理

碳纤维进口依赖度仍较高,需关注主要碳纤维出口国的贸易政策变动情况

碳基复合材料的主要原材料为碳纤维,碳纤维是由聚丙烯腈、沥青或粘胶等有机母体

纤维、在高温环境下裂解碳化形成碳主链结构、含碳量在90%以上的无机高分子纤维。由

于碳纤维质轻、强度高,同时具有易于成型、耐腐蚀、耐高温等多种优良性质,己经被广

泛应用于军工、航空航天、体育用品、汽车工业等诸多领域。

目前碳纤维核心生产技术主要掌握在日本和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⒛ 19年全球碳纤维

理论产能15.49万 吨,其中美国产能3.”万吨,占 比24.o8%;日 本产能2.9I万 吨,占 比18.90%,

美日两国合计产能占全球碳纤维产能的42.88%。 碳纤维理论产能前五家公司日本东丽株式

会社、美国卓尔泰克公司 (己被日本东丽株式会社收购 )、 德国西格里碳素集团、日本三

菱化学株式会社、日本东邦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理论产能共9.09万 吨,占全球碳纤维理论产

能的58.⒛%,其中产能最高的日本东丽株式会社 (含美国卓尔泰克公司)约 占全球产能的

31.64o/o。

⒛ 19年我国碳纤维表观消费量约为3。箔万吨,其中进口碳纤维为2.58万 吨,约 占国内

需求的68.25%。 从应用领域来看,国 内碳纤维下游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体育器材 ,约 占国

内需求的一半左右。随着国内企业在碳纤维领域不断加大投入,研发生产实力得到大幅提

升 ,出现了以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臼刀.sZ)、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699。 SZ)、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

企业,但在部分高端产品与国外仍存差距。考虑到碳纤维属于军民两用的材料,特别是高

端碳纤维产品容易受到出口国贸易政策的限制 ,需关注主要碳纤维出口国的贸易政策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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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以及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管理需要构建了

内部组织架构,目前设立了综合部、财务部、生产部、安环部、技术部等部门,组织架构

图如下图所示。

图 5 截至 zO20年 9月末公司管理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截至⒛20年 9月 末 ,

70.弱 %;研发人员39人 ,

公司在岗员工335人。从专业构成来看,生产人员236人 ,占 比

占比11.64%,比较符合公司的经营特点。

公司董事长廖寄乔拥有中南大学材料学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正高二级研

究员,先后在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粉冶中心及公司任职。公司总经理王冰泉同济大

学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中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中级工程师,先后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及公司任职。除廖寄乔和王冰泉,公司另外4名核心技术人员 (李军、王跃军、刘学文、

龚玉良)的学历均为本科或本科以上,拥有中级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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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982-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单晶炉用碳/碳复合材料导

流筒》 (Ys/T” 8-⒛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单晶炉用碳/碳复合

材料保温筒》 (YS/T叨 7¨⒛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单晶炉用碳/

碳复合材料坩埚》 (YS″79⒉⒛12)5项国家行业标准。

制备成本一直是关系到碳基复合材料能否广泛应用的关键,国 内外采用的制备方法主

要为等温化学气相沉积法和液相浸渍法,均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大尺寸批量

制备碳基复合材料工艺致密化周期的最高水平为300小时以内,主流水平为约800-1,000小

时,部分优秀企业可以做到约600小时,公司的碳基复合材料制备周期已达到小于300小时 ,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能够给公司带来成本优势和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此外,公司主要产

品 (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在抗折强度、导热系数、灰分等性能指标上也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截至⒛⒛年9月 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39人 ,其中核心技术人员共6名 ,包括廖寄乔、

李军、王冰泉、王跃军、刘学文、龚玉良,核心技术人员近年未发生变动,较为稳定。⒛⒛

年8月 ,公司公告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包括4名核心技术人员在内的翎人授予限制

性股票,有助于维持公司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人才的稳定性。从研发投入来看,近年公

司研发费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表 8 公司研发费用情况 (单位:万元 )

2,523.55 2,89530          2,81278 1、 54620

i笃 )⒓ 收丿λ、                 28.83552       23.95230       I7、 95456       14.18562

研发费用率 875% 1209% 1567% 109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公司产品以定制化生产为主,近年产能持续提升,产能利用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公司

在建及拟建项目规模较大,需关注长期产能消化问题

公司目前生产基地均位于益阳市,包括现有厂房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部分投

入生产的厂房。公司主要生产热场系统系列产品,具体包括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加热

器等碳基复合材料产品,下游应用于光伏和半导体等硅片生产领域,由于不同客户对于晶

硅制造热场设备的型号规格存在差异,因此公司的生产模式为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研

制并生产,以订单生产为主,少量备货为辅。

近年公司通过设备改造等形式,不断扩大公司碳基复合材料的生产能力,产能由⒛ 17

年的110.陇 吨上升至⒛⒛年9月 的298,85吨 。从产能利用率来看,受益于下游光伏硅片生产

企业扩产、日常设备耗材更新以及设备改造维护等需求持续增长,公司碳基复合材料的产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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