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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47 

债券代码：122306、122347             债券简称：13 太极 01、13 太极 02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十一科技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 

暨十一科技对子公司十一能投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十一科技拟投资建设 12 个光伏电站项目，已备案装机容

量 137.7MW，预计总投资 94721.07 万元。如前述 12 个项目能够顺利实

施，预计能实现年均发电量 14482.21 万度，十一科技光伏新能源业务竞

争力将得到显著提升。 

 十一科技本次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仅为初步投资计划，电站项目收益

预测为初步分析预测，并不代表最终实际投资项目的实际业绩，也不代

表公司对投资者所作的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业绩承诺或业绩保证。根据光

伏市场环境发展的情况，上述项目后续实施情况及实际收益情况尚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科技拟对其子公司十一能投增资 2 亿元，以提升十一能投的融资能

力和业务自主经营能力。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计划基本情况 

1、光伏电站项目投资计划情况 

为实施高科技工程技术服务与光伏新能源产业双轮驱动战略，发挥投资牵引

与带动作用，抢占有限的光伏市场资源，进一步提升光伏新能源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极实业”）控股子

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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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拟投资建设北汽越野车一期 7.5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山东省曲阜孔

子国际商品交易城 5.8MW 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阜平县 30MW 光伏扶贫电

站、天津十一中际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澄

迈大拉学区四个学校 1MWp 光伏发电项目、巩义 5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镇江二重集团重型装备厂有限公司 7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无锡硕

放机场分布式电站项目、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 4.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3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东北轻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 80MW 屋面光伏电站、西安石油专用管道智慧分布项目等 12 个光伏电

站项目，已备案装机容量 137.7MW。预计总投资 94721.07 万元，如上述 12 个项

目能够顺利实施，预计能实现年均发电量 14482.21 万度。 

2、对子公司十一能投增资概况 

为优化子公司无锡十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能投”）的财

务结构、提升十一能投的融资能力和自主业务发展水平，十一科技拟对其增资人

民币 2 亿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十一科技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暨十一科技对子公司十一能投进行增

资的议案》，同意上述投资计划和增资事宜。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光伏项目投资计划和增资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 

二、投资主体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一）光伏项目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北京惠元越野车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惠元越野车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才志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一街 21 号院 2 幢 1 层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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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项目管理；销售金属材料

（不含电石、铁合金）、五金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光伏发电；售电。 

该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设立，尚不满一年。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

项目，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2、曲阜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曲阜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远远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地址：曲阜市孔子商贸城福源西九街 58 号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新能源项目进行投资；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光伏发电（并网运行）；电力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

器件、金属材料的销售；新能源技术咨询；售电。 

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设立，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项目。 

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净利润-2.84 万元；总资产 96.16 万元；净资产 96.16

万元。 

3、阜平中民十一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阜平中民十一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才志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31 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镇麻棚村 

经营范围：太阳能及相关新能源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及相关新能源发电项

目、农林业光伏一体化项目、农业和设施农业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 

该公司于 2016 年 3 月设立，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项目，尚未实

现营业收入。 

4、天津十一中际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天津十一中际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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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余才志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9 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珠江一街 52 号（美华商务秘书（天

津）有限公司托管 0051 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光伏发电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光伏发

电；电力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及元器件、金属材料销

售；电力供应。 

该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设立，尚不满一年。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

项目，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5、海南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海南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才志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3 日 

注册地址：海南省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电力工程

设计、施工（按《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核定的许可类别和等级经营）；

工程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力供应服务。 

该公司于 2017 年 3 月设立，尚不满一年。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

项目，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6、巩义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巩义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荣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巩义市大峪沟镇将军岭村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 

该公司于 2016 年 4 月设立，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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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净利润 0.03 万元；总资产 16022 万元；净资产 100.03

万元。 

7、镇江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镇江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丽娟 

注册资本：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3 日 

注册地址：镇江市丹徒区风景城邦阳光西班牙 2 幢第二层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电力工程

设计、施工（按《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核定的许可类别和等级经营）；

工程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金属材料的销售；电力供应服务。 

该公司于 2017 年 1 月设立，尚不满一年。主要是为了建设、运营光伏电站

项目，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十一科技本次增资对象为其子公司无锡十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十一能投”）主要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无锡十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振元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777 号 A2 幢 11 层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新能源项目进行投资；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光伏发电（并网运行）（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力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管

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金属材料的销售、技术咨询；售电。（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一能投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在无锡正式运营，是十一科技专项从事光伏电

站开发建设的全资子公司，运营一年多来，在管理已建成光伏电站项目和自主开

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截至 2016 年底，十一能投总

资产 11899.53 万元、净资产 10041.5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5.61%，2016 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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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752.00 万元，净利润 39.35 万元。目前的财务指标不利于十一能投的再融

资和新业务开展。为支持十一能投的健康发展，十一科技拟向十一能投增资 2

亿元人民币，以此增强十一能投的融资能力和业务自主经营实力。 

本次增资完成后，十一能投将充分利用融资租赁、贷款等金融工具，自主解

决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的资金需求，以完成十一科技在新能源方面持续发展的战

略布局。 

三、光伏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投资项目运营情况初步预测 

1、北汽越野车一期分布式项目 

本项目利用北汽野越汽车公司车间屋面，建设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按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经济收益按照与北汽越野车公司签订的能源管理合

同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合同约定在市场电价的基础上对北汽越野车公司使用的

光伏电力进行 7.8 折的优惠。项目年均发电 723.79 万度，计算电价 1.12 元（含

税，不含地方补贴）。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11.09%。项目是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

电示范项目。 

2、山东曲阜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 

本项目利用山东曲阜商贸城的屋面，建设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按屋面

租赁全额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发电 608.43 万度，计算电价 0.98 元（含税）。

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01%。 

3、阜平县光伏扶贫项目 

本项目由阜平中民十一新能源有限公司申报并负责具体实施，阜平县光伏扶

贫电站规划装机总容量为 30MWp，新建35KV开关站一座，规划占地面积为 88.44

公顷，约合 1327 亩，35kV 开关站占地面积约为 5 亩，为建设用地，其余均为租

用地。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为 3477.31 万度，计算电价 0.98 元（含税，不含地方

补贴），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26%。 

4、天津十一兴元中际屋顶光伏项目 

本项目利用天津中际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车间屋面，建设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项目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经济收益按照与天津中际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签订的能源管理合同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项目年均发电 776.10 万度，计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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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1.15 元（含税，不含地方补贴）。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13%。项目是天津市

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5、澄迈大拉学区光伏项目 

本项目利用海口市澄迈大拉学区四个学校屋面进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项目

按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发电量 119.4 万度，计算电价 0.94 元

（含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12.33%。 

6、巩义 50MW 智慧分布式项目 

本项目利用巩义市相应政府资源，包括办公楼及厂房屋顶、地面、绿化带等

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采用全额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发电量 5158.92 万度，

计算电价 0.85 元（含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04%。 

7、镇江二重屋顶光伏项目 

本项目利用镇江二重集团重型装备厂有限公司的屋面，建设屋面分布式光伏

电站；项目按屋面租赁全额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发电 771.88 万度，计算电

价 0.85 元（含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00%。 

8、无锡机场系列分布式光伏项目 

本项目利用无锡机场屋面及停车场等区域，建设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发电 386 万度，计算电价 1.22 元（含

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38%。 

9、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 4.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本项目利用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厂区现有 1 个车棚和 3 个厂房建筑屋

顶，建设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

发电 403 万度，计算电价 0.88 元（含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34%。 

10、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3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本项目利用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现有 3 个厂房建筑屋顶，建设

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项目年均发电 267

万度，计算电价 0.77 元（含税）。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8.01%。 

11、哈尔滨轻合金智慧分布式项目 

本项目利用利用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优质屋面资源车间屋面，建设屋面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投资，经济收益按照与利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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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能源管理合同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项目年均发电

821.83 万度，计算电价 0.97 元。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8.12%。 

12、西安石油专用管道智慧分布项目 

本项目利用西安市内建筑物屋顶、草坪、城乡停产场、公园、景观道路等闲

置的空间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预计运营期内平均年发电量为 910.86万度。

计算电价 0.855，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 9.23%。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已备案装机

容量（MW） 

总投资（万

元） 
资金来源 

预计年均发

电量（万度） 

1 
北京惠元越野车新能

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汽越野车一期 7.5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7.5 6325 自筹 723.79 

2 
曲阜惠元新能源有限

公司 

山东省曲阜孔子国际商品

交易城 5.8MW 分布式屋顶

光伏发电项目 

5.8 4071.97 自筹 608.43 

3 
阜平中民十一新能源

有限公司 

阜平县 30MW 光伏扶贫电

站 
30 21612 自筹 3477.31 

4 
天津十一中际兴元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十一中际兴元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8MW 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8 4976 自筹 833.88 

5 
海南华元新能源有限

公司 

澄迈大拉学区四个学校

1MWp 光伏发电项目 
1 861.56 自筹 119.49 

6 
巩义兴元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巩义 5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50 33154.57 自筹 5158.92 

7 
镇江华元新能源有限

公司 

镇江二重集团重型装备厂

有限公司 7MW 屋顶分布

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7 4918.88 自筹 771.89 

8 拟进行注册项目公司 
无锡硕放机场分布式电站

项目 
3.9 2687.09 自筹 385.77 

9 拟进行注册项目公司 

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

司 4.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 

4.5 2960 自筹 403 

10 拟进行注册项目公司 

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

公司 3MW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3 2064 自筹 2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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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拟进行注册项目公司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80MW 屋面光伏电站（一

期 8MW） 

8 5160 自筹 821.83 

12 拟进行注册项目公司 
西安石油专用管道智慧分

布项目 
9 5930 自筹 910.86 

 合计 137.7 94721.07  / 14482.20 

四、本次对外投资计划及增资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光伏电站投资建设项目的实施顺应国家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要求，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推动子公司十一科技高科技工程技术服务与光伏新

能源产业双轮驱动战略的实施，发挥投资牵引与带动作用，抢占有限的光伏市场

资源，进一步提升光伏新能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十一科技对十一能投的增资有利于十一能投优化财务结构，提升其自主开发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经营能力，以完成十一科技在新能源方面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 

五、本次对外投资光伏项目的风险分析 

（一）发电量不能全额上网的风险 

项目存在所发电量无法被当地全部消纳，导致发电量不能全额上网，无法实

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根据上述项目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及用电需求情况分析，目前的电

量消纳能力良好，对项目发电具有一定的消纳能力。 

（二）电站项目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上述 12 个项目已经通过公司投资委员会的评估，并列入公司未来的投资计

划，但是在未来光伏电站的开发及建设过程中，如果发现电站项目存在无法实施

的障碍或者继续实施将会影响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十一科技可能会放弃投

资或者缩小投资规模。 

应对措施：十一科技将及时跟进光伏电站投资的实施条件，评估并把控项目

风险。 

六、风险提示 

特别提示：十一科技本次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仅为初步投资计划，电站

项目收益预测为初步分析预测，并不代表最终实际投资项目的实际业绩，也不

代表公司对投资者所作的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业绩承诺或业绩保证。根据光伏市

场环境发展的情况，上述项目后续实施情况及实际收益情况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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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太极实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