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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5 亿元（含 18.5 亿），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 296,116.94 150,000.00 

1.1 
国轩南京年产15GWh动力电池系统生产线及

配套建设项目（一期5GWh） 
204,567.93 90,000.00 

1.2 
庐江国轩新能源年产2GWh动力锂电池产业化

项目 
91,549.01 6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合计 331,116.94 185,0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通过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可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及置

换前期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的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 

1、项目概况 

作为国内领先的动力电池企业，公司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和技

术创新。为推进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满足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公司拟加快动力电池业务布局，新建国轩南京年产15GWh动力电池系统生产线及

配套建设项目（一期5GWh）、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

国轩新能源”）年产2GWh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各项目概况如下： 

（1）国轩南京年产15GWh动力电池系统生产线及配套建设项目（一期5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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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20.46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9亿元。 

②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③建设周期、投资效益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2年。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4.38%，静态投资回收

期6.19年（含建设期2年）。 

（2）庐江国轩新能源年产2GWh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 

①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9.15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6亿元。 

②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庐江国轩新能源为合肥国

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③建设周期、投资效益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1年。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20.04％，静态投资回收期

6.01年（含建设期1年）。 

国轩高科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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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必要性 

（1）顺应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和促进绿色环保电池产业发展 

在节能环保的大背景下，绿色环保的新能源锂离子电池产业已成为电池产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不断增加的锂离子电池需求体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目前全球

众多企业均加大资源投入，大力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

于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其中，南京国轩新能源计划新增5GWh动力锂电池产

能，庐江国轩新能源计划新增2GWh动力锂电池产能，正是顺应当前行业发展趋

势，也符合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 

（2）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

指出，新能源汽车产业要着力突破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提出，到2020年，纯

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零部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积极推进动力

电池规模化生产，重点建设动力电池产业聚集区域，加快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持

续创新能力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力争形成2-3家产销规模超过百亿瓦时、具有

关键材料研发生产能力的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2025》指出，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

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

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

进水平接轨。 

《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5]134号）明确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将

在2016-2020年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 

本次计划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我国实施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将满足新能

源汽车快速发展过程中对于动力电池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提升动力电池

技术水平，推进动力电池规模化生产和产业聚集效应；有利于推动我国从关键零

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有利于我国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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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顺应动力电池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坡以及锂电池行业发展日渐成熟，锂电池产品价格已

逐渐出现下行压力。客户对电池制造企业的研发能力、产品质量、供货能力提出

越来越高的要求。大规模的生产投入和研发支出将压缩中小型电池制造企业的生

存空间。未来，锂离子动力电池的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持续扩大生产规模，

做大做强，提升产品品质已成为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4）巩固市场地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强自身研发实力，在生产实践中积累大量的技术经验，

在锂离子电池及其关键原材料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

多年的技术积累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随着市

场需求量迅速扩大和对产品性能要求的提升，公司现有生产设备已无法满足不断

增长的市场需求，为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提升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提升产品品质，本项目的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3、项目可行性 

（1）扶持政策持续推动 

近年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

—2020年）》、《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规划和举措持续不断出台，明确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和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新型储能等已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发展

的领域。锂离子动力电池是新能源发展的核心，而电池材料是决定动力电池安全、

性能、寿命、成本的关键。新能源汽车等下游行业的快速增长为优质的动力电池

生产厂商带来难得的市场机遇。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多次提及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

持，明确了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

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再次显示了国家对锂电产业引导支持的力度。 

（2）市场前景广阔 

按照国务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到2015

年，我国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达50万辆，配套动力电池近125

亿瓦时；到2020年，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年产能达200万辆，预计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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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动力电池近500亿瓦时。2015年，工信部披露的《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明确

指出，到2020年，中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要突破100万辆，市场份额达到70%

以上，国产关键零部件份额分别达到70%（商用车）和50%（乘用车）；到2025

年，实现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300万辆，市场份额达到80%

以上，国产关键零部件份额则分别达到80%（商用车）和60%（乘用车）。作为

国家支持和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新能源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将迎来快速发

展。 

此外，随着全球各国就汽车电动化比例要求的推出，知名汽车厂商电动汽车

销售情况与未来市场规划逐步明朗，纷纷拟加大投入用于研发推出新款电动汽车，

以加快占领市场，这就使电动车对动力锂电池需求的确定性不断提高。根据国际

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20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

将接近500万辆，预计动力电池需求将超过1100亿瓦时。而到2030年，国际能源

署预计纯电动汽车（EV）销量将达90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销量预

计接近2500万辆；2040年以后，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会占有更大的市场份

额，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预计将开始下降；最终目标是到2050年纯电动汽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分别实现5000万辆年销售量，成为汽车市场的主导。由此可

见，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将为动力电池配套需求提供巨大市场前景。 

（3）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让自然能源服务于人类”为企业使命，以“专注技术，成为全球能

源存储产业的领导者”为企业发展愿景，以“成就别人才能成就自己”和“产品

为王、人才为本”为企业经营理念。通过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形成动力锂电池产

业有机生态圈系统，在构建、调整和完善业务结构的同时，以战略合作及兼并收

购等途径，实现业务体系及模式由电池到电能逐渐转化，使公司成为全球能源储

存和应用产业的领导者。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司发展战略相符，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

巩固市场地位，持续发展。 

（4）长期稳固的客户关系 

动力电池的客户主要为各大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公司依靠在动力锂电池市

场上多年积累的良好信誉，紧握市场快速发展机遇，完成了北京、上海、安徽、

福建、江苏和山东等重点区域市场布局。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市场影响力和行

业地位逐步提升，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取得了较高的市场占有



6 

 

率，拥有大量优质的客户资源，分别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Robert Bosch 

GmbH、Tata AutoComp Systems Limited、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安徽安凯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在动力电池和储能领域形成了稳定、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将进一步加大

市场拓展力度，不断优化壮大公司客户资源。长期稳固的客户关系为本项目的实

施提供了保障。 

（5）完善的人才梯队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离不开大批掌握电化学、材料学、电子信息工程、自

动化、机械设计制造等专业知识的高科技人才，也需要大批对客户需求、上下游

行业技术水平以及产品特征深入了解的市场营销人才，更需要同时掌握上述专业

技术、深刻了解客户需求以及掌握行业发展趋势的复合型人才。经过多年的快速

发展，公司已形成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一支具有研发经验丰富、管理水

平高、能够深刻了解客户需求的人才队伍，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为增强资金实力以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3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营业收入从2016

年的47.58亿元增至2018年的51.27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81%；2019年1-6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07亿元，同比增长38.36%。近年来公司为满足市场需求，

持续进行产能扩张，动力锂电池产能和产量逐年增长。未来几年随着公司新增产

能的逐步达产，预计公司营业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速。随着公司经营规模快速

扩张，公司营运资金需求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6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24.40

亿元，其中前次募集资金为9.58亿元；公司有息负债（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应

付债券）余额为44.82亿元，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将大大改善公司

的资本结构，并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提高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和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保证经营活动平稳、健康进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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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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公司产能和市场需求情况，假设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0年和2021

年）营业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5%、20%、15%，根据销售百分比法，假设

未来三年各项经营性资产/营业收入、各项经营性负债/营业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

公司2019年至2021年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预测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512,699.52 640,874.40 769,049.28 884,406.67 

应收票据 133,034.02 166,292.53 199,551.03 229,483.68 

应收账款 500,074.37 625,092.96 750,111.56 862,628.29 

预付账款 17,866.18 22,332.73 26,799.27 30,819.16 

存货 227,713.53 284,641.91 341,570.30 392,805.84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878,688.10 1,098,360.13 1,318,032.15 1,515,736.97 

应付票据 244,943.78 306,179.73 367,415.67 422,528.02 

应付账款 306,182.61 382,728.26 459,273.92 528,165.00 

预收款项 6,505.38 8,131.73 9,758.07 11,221.78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557,631.77 697,039.71 836,447.66 961,914.80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 321,056.33 401,320.41 481,584.50 553,822.17 

年度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 80,264.08 80,264.08 72,237.67 

公司因业务规模增长和销售收入增加将带来持续性的流动资金需求。根据上

表测算，公司2019年至2021年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分别为401,320.41万元、

481,584.50万元、553,822.17万元，三年流动资金新增需求总额为232,765.84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35,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既能缓解资金压力，为公司未

来的业务发展提供可靠的流动资金保障，又能在可转债转股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优化资产结构。 

三、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动力锂电池产业化项目，符合国

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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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 

（二）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

股，公司净资产将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公

司抗风险能力。 

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可转债发行六个月之后陆续实现转股，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公司净

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随着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

业绩将会显著提升。 

（三）本次发行将提升公司未来融资能力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使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盈利能力进一

步增强，进而提升公司未来债务融资能力及空间，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公司盈利增长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项目顺利

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可控，未来预期收益良好，项目

可行。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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