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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00 万元（含 60,0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投入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5G 散热工业园建设项目 60,624.38   42,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8,000.00 18,000.00 

 合计 78,624.38   60,00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经营状况和业务规划，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

资金项目进行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

金予以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投入的资金总

额，公司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

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

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

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5G 散热工业园建设项目 

1、项目简介 

本项目总投资 60,624.38 万元，建设期 24 个月。本项目拟通过新建生产基

地，购置行业领先的生产及检测设备，实现 5G 散热产品产能扩充。本次募投项

目生产的散热产品，主要应用于 5G 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设备、5G 基站，解决

5G 时代智能终端散热升级需求和通信厂商的 5G 基站大功率散热需求。项目达

产后，预计将实现年产超薄热管 6,000 万件、均热板 6,000 万件、5G 基站类散热

模组 35 万套及其配件等新增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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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1）项目建设背景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的英文缩写，从 4G 到 5G 的移动通信代际技术升级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传输速度愈发迅速，4G 时代传输速度为 50M-100Mbps，

5G 的峰值传输速度达到 20Gbps，比 4G 网络快近百倍，同时在其他相关技术指

标上，5G 相较 4G 优越在于流量密度提升 100 倍、时延缩小 10 倍、移动性优化

近 1.5 倍。二是传输信息多样化，4G 为视频时代，5G 使万物互联成为可能，5G

优良的空口时延、频谱效率、连接数密度和网络能效将在 4G 的基础上巨幅扩大

数据体量，大数据、云计算、VR/AR 应用、智慧家居/工厂等正加速推进物联网

新世纪的到来。三是终端场景更广阔，5G 通讯网络具有高速率、低时延的特点，

推动通信进入海量数据+海量终端时代，手表、运动手环、车载终端、VR/AR 设

备、智能家居等新型终端普及。 

因此，5G 是将把人类带进万物互联时代，渗透到未来社会各个领域并以用

户为中心构建全方位信息生态系统的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基于 5G 的重要性，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 5G 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均把 5G 作为优先发

展领域，力争引领全球 5G 标准和产业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最早开展 5G 试验的国家之一，在 5G 标准研发和技术应用方

面正逐渐成为全球的领跑者。早在 2013 年 2 月我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

部即联合推动成立了 IMT-2020（5G）推进组，是聚合移动通信领域产学研等资

源、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合作平台，由此

标志着我国的 5G 建设正式提上日程；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积极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

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到 2020 年，在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研发和标

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规划；同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出台，明确指出积极推

进 5G 发展，布局未来网络架构，目标于 2020 年启动 5G 商用；2017 年起，“加

快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等有关推动 5G 通信

技术内容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的 2018 年和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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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加快推动 5G 发展；2019 年 6 月，国家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国内 5G 建设的进一步提速；2019

年 10 月底，工信部颁发中国首个 5G 无线电通信设备许可证，标志着 5G 基站设

备正式接入公用电信商用网络，5G 网络建设正式开始。 

随着国家上述国家支持 5G 产业相关政策的不断发布与落地，为国内 5G 相

关行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我国 5G 相关产业有望迎来发展的

重要机遇期。未来 5G 建设有望持续加速，并加速整个产业链的成熟和应用。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①5G 时代各类设备的散热要求提高，新型散热材料及方案市场空间广阔 

总体而言，5G 手机、基站等主要设备较 4G 手机、基站在计算量方面有着

显著提升，因此其功耗更大，从而导致散热需求更大。而如果散热效果不佳，5G

设备处理器或天线单元温度过高，则可能导致性能下降、损耗提升，不利于发挥

5G 设备的性能优势。因此，传统散热材料及方案面临较大的挑战，而新型散热

材料及方案则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5G 手机的性能升级、功耗上升、机身非金属化趋势带来了散热新需求。一

方面，伴随着智能手机由 4G 向 5G 升级，芯片、摄像、频段、带宽、电池等模

块的功能大幅提升，对散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5G 手机芯片处理能力是

4G 手机的 5 倍，相应地，5G 手机芯片最高功率可达到 11W 以上，对比 4G 约

3W 提升了近 4 倍；5G 手机频段、带宽使用天线阵列，其支持的频段从 4G 的

20 个提升至约 50 个（含毫米波），复杂度提升叠加计算量增长导致功耗上升；

此外，摄像头向三摄、四摄升级等一系列性能提升、手机电源瓦数提升和搭载无

线充电功能等，都会使得 5G 手机发热量比 4G 手机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5G

内部结构设计更为紧凑，机身向非金属化演进，需额外散热设计补偿。通信频率

进一步提升以及 Massive MIMO 技术的应用导致金属后盖已经不再适用，而玻璃

材质后盖的导热能力较差，所以 5G 机身非金属化时代下，后盖需要增加额外的

散热设计，增加了散热材料的需求，同时对散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厚度等多个维

度指标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根据 4G 手机时代各大手机品牌商旗舰机型的散热方

案设计，日益呈现多种材料、元器件组合的多元化、系统化的发展趋势，散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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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单位价格日益提高。5G 手机散热方案有望延续这一发展趋势，提高综合化、

系统化散热方案在智能手机市场的渗透率，使 5G 散热器件市场获得长足的发展

空间。其中，超薄热管和均热板是金属材质的密封结构件，内部填充用于热传导

的介质，具有导热系数高、厚度薄的特点，有利于分散手机内部热量，实现内部

结构空间热量的有效分布，在 5G 手机散热市场的应用前景广阔。 

5G 基站在新技术下功耗上升幅度较大，而基站天线等单元的体积、重量增

加的成本较高，新型基站散热方案的市场空间广阔。5G 基站引入 Massive MIMO

技术，将广泛应用 64T64R，基站功耗超过 3500W。从功耗构成来看，5G 基站

功耗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有源天线 AAU，100%业务负荷下功耗超过 1,000W，比

4G 基站 RRU 功耗提升了 3 倍左右。同时，基站天线所占体积也成倍增加，降低

基站散热模组重量也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电能消耗越大，转化

的热能越大，使得基站一体化机柜内的温度不断上升，因此相较于 4G 基站，5G

基站对散热需求大幅提升，从而对更高性能的散热材料需求更大。相比于传统的

散热材料及方案，5G 基站新型散热方案“半固态压铸件+吹胀板”结合了半固态压

铸件重量轻、散热性能好的优势和吹胀板热传导效率高、散热速度快的优势，有

望在 5G 基站 AAU 单元成为主流散热方案。随着 5G 商用基站大规模建设的推

进，将进而驱动半固态压铸件和吹胀板散热市场空间的扩大。 

此外，AR/VR 需要处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问题，运算量较大，而头戴

式显示设备，追求轻量化、安全性和用户体验，其散热难度及需求更为凸显；笔

记本电脑朝着轻薄化、便携化的趋势发展，由于笔记本的 CPU、GPU 等核心器

件的性能通常高于智能手机、AR/VR 等终端设备，发热量较大，叠加轻薄化的

外观变化后，其散热需求及难度均显著上升。上述 AR/VR、超薄笔记本电脑等

智能终端设备均对新型、高效散热器件和方案均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将拓宽超薄

热管和均热板等散热材料及器件的市场边界。 

综上，本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公司在 5G 时代抢占先机，抓住 5G 商用对新

型散热产品的巨大需求，从而进一步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②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开拓新市场的关键举措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电子产品新型散热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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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为客户提供新型系统化散热解决方案。为了把握 5G 时代发展机遇，5G 手

机、5G 基站等散热业务将是公司当前及未来重点研发和拓展的领域之一，布局

5G 散热产业、为国内主流 5G 手机、5G 基站生产厂商提供专业的散热解决方案

系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 4G/5G 移动设备及通

讯基站等领域与散热相关的技术储备和客户关系。利用本次募资金投资项目，切

入 5G 散热及热管理市场，将有助于公司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推进公司 5G

散热产品战略的落地实施，从而更好的提升公司自身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长

期战略发展目标。 

③把握 5G 散热市场发展红利，抢占国内 5G 散热市场先机，提高国产化水

平 

近年来，国内散热行业发展迅猛，在石墨、石墨烯、导热界面材料等领域，

已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国产供应链。但在超薄热管、均热板等领域，由于其对

厚度、长度和外观要求较高，生产工艺难度较大，目前仍由台湾厂商占据主要市

场份额。在我国 5G 商用化进程全球领先的背景下，国内大陆市场 5G 散热将迎

来重大市场发展红利，若能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新型散热产品的规模

化生产，则有助于公司抢占国内 5G 散热市场先机，提高大陆散热厂商在超薄热

管、均热板等领域的市场份额水平。 

3、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1）政策可行性 

中国作为全球最早开展 5G 试验的国家之一，高度重视 5G 标准研发和技术

应用开发，并持续推出重大产业政策支持。早在 2013 年 2 月我国工信部、国家

发改委、科技部即联合推动成立了 IMT-2020（5G）推进组，是聚合移动通信领

域产学研等资源、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合

作平台，由此标志着我国的 5G 建设正式提上日程；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积极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

（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到 2020 年，在第五代移动通信（5G）

技术研发和标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规划；同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出台，

明确指出积极推进 5G 发展，布局未来网络架构，目标于 2020 年启动 5G 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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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起，“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有

关推动 5G 通信技术内容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的 2018 年和 2019 年政府

工作报告又连续提出要加快推动 5G 发展；2019 年 6 月，国家工信部向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着国内 5G 建设的进

一步提速；2019 年 10 月底，工信部颁发中国首个 5G 无线电通信设备许可证，

标志着 5G 基站设备正式接入公用电信商用网络，5G 网络建设正式开始。而 5G

散热作为发挥 5G 性能优势的配套产业集群之一，也将获益于国家 5G 产业政策

红利。 

（2）技术可行性 

技术储备方面，公司始终坚持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设立了工业设计中心、热

传实验室、光电实验室、品控中心四大中心，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发机制和完善

的研发体系，不断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其中，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之一超薄热管、均热板的技术、工艺与公司现有产品热管具有

一定的相通性，公司自 2018 年起即开始布局终端类超薄热管、均热板的技术、

工艺研发；基站散热产品方面，公司也凭借散热领域的技术积累进行了产品研发

布局，上述产品部分已进入送样测试、客户认证或试产的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技

术储备。 

在制造技术方面，公司经过长期的生产制造积累了丰富的工艺技术经验。本

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公司部分现有产品的生产工艺具有相似性，在工艺技术的先进

性、适用性上有充分保障。 

在人才储备方面，公司拥有一批技术领域齐全、研发能力突出的核心技术人

员，并且相关人员均有十年以上的散热行业经验，对消费电子类散热产品设计领

域的研发特点及客户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从而构筑了公司的人才竞争壁垒。本

项目将在现有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基础上，根据生产需求进一步招

收一批高素质的新员工。 

综上所述，依托于成熟的产品研发体系、领先的工艺技术管理体系、经验丰

富的技术人员，公司具备良好的技术基础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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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可行性 

热设计和热管理是电子产品组件的核心构成之一，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

LED 照明、汽车、基站和服务器等诸多应用领域，并且随着电子产品性能、组

装密度和集成度的持续提升而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9 年 1-10 月，国内市场已有 20 款 5G 手机上市，5G 手机销量已经达到 328.1

万部。后续随着 5G 大规模商用的推进，Canalys 预测 2019-2023 年 5G 智能手机

累计出货量将达到 19 亿部，复合增速达到 179.9%，从而推动手机散热市场持续

高速增长。另外，据信达证券研究中心数据，预计 2020-2025 年我国 5G 基站进

入建设高峰期，年建设规模为 60-80 万站，这也将为 5G 基站散热提供广阔的市

场空间。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子产品新型散热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新型系统化散热解决方案。公司深耕国内散热市场十余年，凭

借着出色的研发创新能力、稳定的产品品质和优质的服务，公司在全国多个区域

积累并沉淀了一大批优质且忠诚的客户，形成了较强的散热产品品牌影响力。本

项目虽为公司新增业务方向，但也是在公司原有的散热技术、生产工艺技术储备

基础上实施的，并且项目规划产品——5G 基站散热、超薄热管及均热板产品现

均已研发成功，陆续进入送样测试、客户认证或试产阶段。 

综上，5G 散热市场空间广阔，能为公司产品消化提供较为宽松的外部条件，

而公司前期已进行了产品研发布局和市场调研，为 5G 散热产品的产业化打下良

好市场基础，凭借公司已有产品品牌影响力、市场开拓能力以及全面的客户服务

能力，公司实施本项目具有市场可行性。 

4、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60,624.38 万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万元） 占总投资比

例 T+12 T+24 总额 

1 工程建设费 14,050.00  27,976.01  42,026.01  69.32% 

1.1 土地出让金 2,000.00  -    2,000.00  3.30% 

1.2 建筑工程 12,050.00  -    12,050.00  19.88% 

1.3 设备购置及安装 -    27,976.01  27,976.01  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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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预备费 702.50  1,398.80  2,101.30  3.47% 

4 铺底流动资金 8,272.01  8,225.07  16,497.08  27.21% 

项目总投资 23,024.51  37,599.87  60,624.38  100.00% 

5、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37,722 万元，净利

润 17,780 元，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9.55%，税后投资回收期（静态、含建设期）

为 7.40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由本公司实施，项目建设地点为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工业区宝

龙新能源产业基地。 

7、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项目备案、环保涉及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8,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安全、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2、项目必要性分析 

（1）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新型散热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随着近年来公

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规模迅速提升，营运资金投入量较大。

未来，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推进，公司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性

现金流将面临一定压力。 

本项目的实施，将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满足公司业务增长需求，有助于

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 

（2）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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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行业竞争激烈，保持较高的流动资产比例及较快的资金周转效率有利于

公司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也有利于公司保障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从而为公

司股东创造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因此，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

公司的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3）推进发展战略，巩固行业地位 

随着5G战略布局的逐步落地，公司在人才、管理和技术的资金需求也日益

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人才引进、

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提供持续性的支持，以尽快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

目标，巩固行业优势地位。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

将有助于公司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培育利润增长点，巩固行业地位，推动公司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均将大幅度提升，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及利润水平也将有所增加。由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的存在，短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程

度将较小，可能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被摊薄。但从中长期

来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前景较好，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逐步

达产并产生效益，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稳步提升。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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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

的、必要的。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

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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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之盖章页）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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