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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国盛电新 王磊； 国盛证券 杨润思

华夏基金 吴昊； 鹏华基金 谢书英

北信瑞丰 王鹏； 景顺长城 鲍无可

博时基金 孔祥瑞； 中庚基金 罗佶嘉

农银汇理 凌晨；长盛基金 吴达

银华基金白照坤； 南方基金 郑诗韵

长城基金 杨宇

等

时间 2020 年 2 月 5 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武廷栋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介绍部分

主持人：受疫情影响，需求整体影响不大。受到疫情影响，国内

电站开工可能会向后推迟，原来预期在一季度建设的 19 年竞价项目

可能会向二季度平移。但是随着国内政策的逐步清晰，20 年国内光

伏补贴 15 亿元，其中 10 亿元用于竞价项目，5 亿元用于户用项目，

全年国内需求有望维持在 50GW 左右，较 2019 年有望大幅增长。从海

外来看，随着组件价格逐步企稳，光伏海外订单观望情绪逐步结束，

需求开始回暖。同时 3月 31 日是日本和印度的财年节点，一季度需

求较为旺盛。另外根据印度保障性关税政策，从 2020 年 1 月 30 日开

始，到 2020 年 7 月 29 日，保障性关税为 15%，较前面下调 5pcts，

另外印度的基础关税依旧处于豁免状态，海外需求整体在一季度有望

复苏。全年需求 20 年有望维持在 150GW 左右，同比增长 25%左右。

终端趋于平价，海外市场兴起，品牌优势和可融资性创造渠道壁

垒。随着海外市场的兴起，海外客户对品牌可融资性的要求在组件定

价中逐步体现，全球组件前十市占比持续提升，组件厂商逐步形成寡

头格局。过去，光伏板块一直以组件价格下降来刺激装机需求提升。

2020 年之后，随着全球光伏大部分地区实现平价，光伏度电成本低

于火电等其他电源成本，需求对组件端价格敏感度有望降低，而需求

依旧根据各地政策和用电增长稳步增长。组件端盈利格局有望得到优

化。

今天我们请到了组件龙头厂商晶澳科技董秘武总，来给我们介绍

下当前组件厂商开工和需求情况，和产业链后续走势展望。

董事会秘书武廷栋：大家好，首先给大家拜个晚年。我从两个方

面介绍一下，一是公司的介绍，另外一方面是疫情对公司的一些影响。

公司情况介绍如下：

晶澳是行业老兵，但是在国内资本市场还是新人。自去年重组以

来，我们只发布了 2019 年上半年的数据，下半年数据尚未披露，所

以今天重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公司的定位和差异化特点。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公司董事长靳保芳先生。靳总 1992 年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 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第十、十一、十二连



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机电商会光伏分会理事长，光伏行业协会副理

事长。从 1996 年进入光伏行业以来，就给企业定义了“开发太阳能、

造福全人类” 的使命。靳总旗下从事光伏业务的曾经包括晶龙集团

和晶澳科技，晶龙在 1996 年开始做拉晶，行业中最早的一批企业。

2005 年靳总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和管理团队成立了晶澳，2007 年在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18 年，晶澳完成私有化，晶龙光伏业务整合

到晶澳，借壳天业通联重组上市，并于 2019 年 9 月 19 号顺利过会，

12 月 13 号更名为“晶澳科技”。

晶澳在 2019 年上半年组件出货约 4.2GW，营业收入 88.7 亿元，

净利润约 4.2 亿元，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布业绩修正，全年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 9.4-12.9 亿元区间。公司 2 万多名员工，国内

和海外共有 12 个生产基地，国内主要分布在河北、江苏、安徽、上

海、内蒙古、云南，国外有马来西亚和越南。全球客户有 33,000 多，

公司定位为垂直一体化的一线品牌组件供应商。

企业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品牌优势，晶澳 15 年光伏电池经验，超过 10 年组件经验，

多年荣获财富中国 500 强、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的荣誉，连年被彭

博财经评为全球最具融资价值光伏组件品牌的荣誉称号，并且连续 4

年获得欧洲顶级光伏品牌称号。

2、技术优势，晶澳是做电池起家，多年持续研发投入拥有 700

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00 多项，大部分在电池方面。100%实现二

次印刷工艺，二次印刷能减少断栅和虚焊，提升电池的质量。垂直一

体化企业有利于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晶澳质量获得客户一致认可，

通过产品认证，组件环节拥有 TUV 南德目击实验室和 Intertek 卫星

实验室，一方面保证组件质量，另一方面压缩新产品推出时间。

3、市场优势，晶澳成立之初就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特别是终

端市场全球化布局，我们在全球主要光伏市场设有销售公司，销售团

队实现本土化，和主要市场分销渠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欧

美日韩等成熟市场，和去年的越南市场，而且市场分布均匀，不会因

为单一市场波动对公司产生大的影响。长期战略客户对公司出货量贡

献大，海外市场出货量逐年递增，2018 年超过 65%，2019 年预计海



外销售比例还会上升。

4、团队优势，晶澳是由职业经理人和自身培养核心骨干结合的

管理团队，保证企业的稳健的发展，我们管理层如执行总裁和技术总

裁都是海外背景，不管是跟我们海外客户的沟通，还是全球客户的研

发技术交流都有良好互动。我们生产主要负责人是加入公司多年的核

心骨干，保证生产稳定运行，降本增效。

下面介绍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非常重视且关注疫情发展，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成立了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小组，基地建立应急处置预案。要求生产基地领导

及时返岗，一线指挥疫情防控工作，目前，2 万多员工没有发现感染

和疑似病例。

疫情对生产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交通物流方面，二是人员流

动限制。长三角一带地方政府出台的复工通知要求对行业下游生产有

短暂影响，但公司分布在河北、内蒙古、云南及海外产能基本不受影

响。国内组件订单交付因为交通限制、物流问题可能会略有延迟，销

售端提前和客户做好沟通。海外方面影响不大，公司在海外当地有仓

库，有库存可以保障短期供应，随着 2 月 10 日安徽、江苏等省份的

生产基地陆续复工，通过提升产量，争取把前面影响补救回来。

从市场来看，市场需求还在，可能因为疫情影响会造成交付顺延，

全年的增量还在，公司的目标也不变，通过努力达成目标。

社会责任方面，疫情发生后公司很重视，大年初一董事长开会，

决定捐款 1 千万元支持武汉疫情，还安排了海外同事积极寻找防疫物

资资源，支援国内一线医护人员。

二、交流部分

1、请公司介绍一下公司的产能规划情况和 2020 年出货目标

武廷栋：晶澳是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2020 年规划组件年化产

能做到 16GW，电池和硅片向组件看齐，最终出货的是组件，硅片电

池内部供应。公司电池片和硅片的产能相比组件略小一些，公司会根

据市场需求通过技改对硅片和电池的产能进行调节。



2018 年公司出货在 8GW 左右，2019 年比 2018 年会有明显增长。

公司在今年继续保持行业一线的领先地位，出货量和第一名不会相差

太大。

2、公司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武廷栋：晶澳在成立之初就全球化布局，有 15 年和全球客户合

作的经验和历史。公司从 2010 年开始转型组件终端市场，和全球主

要成熟市场的大客户和分销渠道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方的合

作经受过时间的考验，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关系。其次晶澳一直把产品

质量放到第一位，公司产品质量和可靠性经受住了十几年的现场验

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另外公司在海外市场建立了从品牌、质量到

技术服务的成熟服务体系。

3、对于没有布局海外市场的组件厂来说，进入海外市场是否是

一个大的调整

武廷栋：随着海外市场的增长，一些过去专注于国内市场的企业

开始走出去，海外供应链、销售体系、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

4、海外需求的节奏

武廷栋：海外市场可以分成几类

（1）类似于国内政策需求的市场，比如说 2019 年越南市场，和

当地政策紧密相关，作为供应商需要及时的掌握政策和提前布局；

（2）成熟市场：很大地区范围已经实现了平价上网，每年都会

有增速，受政策影响比较小；

（3）特殊贸易政策市场：如美国、印度等受贸易政策的影响，

要求企业关注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

（4）类似中东和南美市场：全球布局的大型发电企业的大项目，

规模在几百 MW 甚至上 GW，组件企业要展示的是综合实力。

以上几类市场按各自特点，市场需求会有所变化。



5、对 2020 年海外需求的预测

武廷栋：去年海外市场在 90GW 左右，今年我们参考第三方机构

预测结果，结合一线销售反馈的信息，2020 年预计海外市场超过

100GW。除了欧洲、日本成熟市场之外，美国税收抵扣退坡可能会带

来抢装，中东一些大项目可能会有招标结果落地，会导致海外市场需

求有所增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