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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0-102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公司一体化产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公

司拟对公司一体化产能进行扩建，具体如下： 

产能 投资项目 投资主体 
预计投资额  

（万元）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硅片产能 
年产 1GW 拉晶及 5GW 切片项目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67,062.45 8.39% 

年产 20GW 拉晶及切片项目 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583,000.00 72.97% 

电池产能 

年产 3.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越南） 
新设越南项目公司 147,000.00 18.40% 

年产 6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72,000.00 21.53% 

组件产能 
年产 3.5GW 高功率组件项目（越

南） 

晶澳太阳能越南有限公司（JA Solar 

Viet Nam Company Limited） 
70,000.00 8.76% 

合计 1,039,062.45 130.06%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

资建设公司一体化产能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投资建设上述项目，并提议股东大

会同意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该项目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提

交政府审批申请文件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金额已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五千万元，故本次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建设项目具体情况 

（一）投资建设年产 1GW 拉晶及 5GW 切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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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靳保芳 

注册资本金：403,294.97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单晶硅棒、单晶硅片；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制、

开发太阳能系列产品；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相关产品与原材料；太阳能光伏

并网发电、电量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维护；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从事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厂房租赁；场地租

赁；电气设备租赁。 

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236,423.15 万元，总负债 656,633.88

万元，净资产 579,789.27 万元；2020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99,552.31 万

元，净利润 31,031.3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 

增资安排：作为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根据项目资金需求，不排除对其

增资的可能性，增资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1GW 拉晶及 5GW 切片项目 

项目地点：宁晋县天宝街以南，规划东华路以东 

项目内容：建设拉晶车间、线切车间及仓储动力等建筑；购置单晶炉、线切

及其他附属设备。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67,062.45 万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12 个月。 

 

（二）投资建设年产 20GW 拉晶及切片项目 

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玉峰 

注册资本金：5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单晶及多晶硅方、石英坩埚、硅片、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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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上述材料的生产原料、辅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运营；售电。 

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00,332.80 万元，总负债 46,179.02 万元，

净资产 54,153.78 万元；2020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3,808.98 万元，净利

润 3,366.9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下属子公司，通过晶澳太阳有限公司持股 80.77%。 

增资安排：作为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根据项目资金需求，不排除对其

增资的可能性，增资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20GW 拉晶及切片项目 

项目地点：“云南省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示范基地”南海子工业园区 

项目内容：建设拉晶车间、线切车间及仓储动力等建筑；购置单晶炉、线切

及其他附属设备。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583,000 万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计划分两期进行，预计 36 个月。 

 

（三）年产 3.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越南） 

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拟于越南新设项目公司作为本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项目公司注册资金

将根据项目需求确定，总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3.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项目地点：越南北江省越安县光州镇光州工业区 

项目内容：新建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年化产能 3.5GW 高效晶硅电池

生产线。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14.7 亿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1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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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建设年产 6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爱青 

注册资本金：178,011.9403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晶体硅棒、晶体硅片；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制、

开发太阳能系列产品；并从事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批发硅料、

硅棒、硅片；并从事硅料、硅棒、硅片的进出口业务；厂房租赁、设备租赁；提

供光伏电站运行维护服务、光伏产品检测服务。 

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606,610.25 万元，总负债 285,004.67 万

元，净资产 321,605.58 万元；2020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76,010.02 万元，

净利润 12,835.6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子公司 

增资安排：作为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根据项目资金需求，不排除对其

增资的可能性，增资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6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项目地点：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华路 1 号 

项目内容：新建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年化产能 6GW 高效晶硅电池生

产线。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17.2 亿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12 个月。 

 

（五）年产 3.5GW 高功率组件项目（越南） 

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晶澳太阳能越南有限公司（JA Solar Viet Nam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金：5600.00 万 USD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生产、制造、销售。 

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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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25,475.58 万元，总负债 105,935.71 万

元，净资产 19,539.87 万元；2020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8,138.74 万元，

净利润-2,105.2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子公司 

增资安排：作为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根据项目资金需求，不排除对其

增资的可能性，增资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3.5GW 高功率组件项目 

项目地点：越南北江省越安县光州镇光州工业区 

项目内容：利用现有土地，新建年产 3.5GW 高功率组件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7 亿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11 个月。 

 

三、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符合公司未来产能规划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垂直一

体化的产业链布局。项目投产后，能够有效提高高效产品的产能，满足市场对高

效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和一体化盈利能力。 

 

 四、风险分析 

1、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融资环

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鉴于上述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

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