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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募集资

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

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51,334.39 39,130.00 

2 
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

化深加工技改项目 
18,960.10 16,439.40 

3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

工建设项目 
17,454.46 13,381.00 

4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7,053.14 3,069.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7,980.60 27,980.60 

合计 122,782.69 100,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

入总额，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

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上

市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

际进度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

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51,334.39 万

元，主要用于在安徽凤阳硅工业园新建 12 条厚度为≤2.0mm 的大尺寸、高功率超

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产线，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全

面强化公司在光伏玻璃产品方面的生产加工能力。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安徽亚玛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安徽凤阳硅工业园凤阳硅谷

厂区内，租用凤阳硅谷部分生产车间进行建设。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公司光伏玻璃业务恢复增长客观上要求扩大生产规模 

随着光伏产品制造工艺的成熟，光伏双玻组件生命周期更长、发电效率更高的

优势日益显现，光伏双玻组件渗透率逐年提升，公司的光伏玻璃业务也实现了较快

增长。2019 年，公司光伏玻璃销售收入为 75,738.26 万元，同比增长 28.70%。2020

年 1-6 月，公司光伏玻璃产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仍保持了快速增长，实现

销售收入 59,051.59 万元。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以及双玻组件产品渗透

率的进一步提升，光伏组件企业对于光伏玻璃的需求将会持续扩大。因此，公司有

必要扩大光伏玻璃的生产规模，满足业务快速增长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

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2）进一步优化光伏玻璃产业布局以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 

在光伏补贴逐渐消退后，光伏产品制造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对产业布局

进行合理规划成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途径。目前，公司光伏玻璃产能主要集

中在常州生产基地，玻璃原片供应主要来源于安徽、唐山等地，长途运输不仅增加

了玻璃原片物流环节的包装和运输成本，而且增加了长距离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加

大了公司的经营成本压力。因此，在整个光伏行业进入“降本增效”发展新阶段情

况下，公司需要通过优化光伏玻璃产业布局以降低经营成本。本项目计划在位于安

徽凤阳的原片生产基地附近规划新建 12 条光伏玻璃生产线，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

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有利于降低光伏玻璃原片物流环节的包装和运输成本，从而

进一步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 

（3）完善产品线结构以适应光伏组件产品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公司生产的光伏玻璃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组件的盖板和背板，是光伏组件重要

的组成部分。光伏玻璃的加工工艺、产品厚度与尺寸等要素需要根据光伏组件的应

用需求进行生产，生产过程具有明显的“定制化”特征，其产品与技术的更迭同样



与光伏组件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光伏组件与光伏电池技术的发展，

大尺寸、高功率产品因为成本低、土地利用度高等优势，正逐步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目前，公司的光伏玻璃生产线只能满足常规尺寸产品的生产需要，大尺寸光伏玻璃

的生产能力不足。因此，公司需要加强大尺寸光伏玻璃产品的生产能力，完善公司

的光伏玻璃产品线结构，以适应下游光伏组件产品发展趋势。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光伏组件产量稳定增长为项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随着光伏发电在全球范围推广应用，光伏组件作为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产品，

其产量在近十年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2019 年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为 138.2GW，同

比增长 19.3%，其中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比达 71.3%。我国光伏组件产量从 2010

年的 10.8GW 增长至 2019 年的 98.6GW，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7.85%。同时，

光伏组件的应用领域不断得到拓展，从传统的光伏电站向建筑幕墙、光伏屋顶、遮

阳、温室等应用场景延伸，光伏组件的需求量攀升，相应增加了光伏玻璃的需求，

同时也为本次“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发展空间。 

（2）双面组件市场渗透率的提升增加了对于光伏玻璃的需求 

随着下游应用端对于双面组件发电增益的认可，以及安装方式的逐步优化，双

面组件的市场渗透率逐渐提升。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19 年，我国双面

组件的市场渗透率为 14%，较 2018 年上升 4 个百分点，预计 2025 年双面组件的市

场渗透率将会提升至 60%。相对常规双面组件，双面双玻组件具有生命周期长、

抗腐蚀性能好、防火等级高、易清洗、发电功率更高等优势，再加上厚度≤2.0mm

轻薄型光伏玻璃工艺技术的成熟解决了双面双玻组件“重量重”、“成本高”等方面

的问题，使得双面双玻组件成为了双面组件的主流形式，提高了光伏玻璃需求量。 

（3）项目建设地完整的产业配套提供了可靠的原材料保障 

光伏玻璃的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制造费用和人工成本，其中原材料在生产成

本中占比较大，玻璃原片的供应对于光伏玻璃生产成本控制有着重要意义。本次



“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选址于安徽凤阳，其主要

原因在于安徽凤阳的光伏玻璃产业集聚，光伏玻璃配套产业链完整，在保证原材料

供应的时效性的同时也提升了原材料的合格率。同时，公司关联方凤阳硅谷智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阳硅谷”）能够为公司的光伏玻璃生产供应玻璃原片，降低

了公司玻璃原片对外采购的依赖。因此，项目建设地安徽凤阳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够

为公司的光伏玻璃生产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保障。 

（4）稳定的客户资源与良好的品牌形象为产能消化提供支撑 

公司在光伏玻璃深加工领域深耕十多年，依托自身在光伏玻璃镀膜与钢化技术

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开发出了光伏减反镀膜玻璃、超薄物理钢化玻璃等具有较强

市场竞争力的光伏玻璃产品。公司的光伏玻璃产品通过了国内众多主流光伏组件制

造商的性能测试，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客户和同行的普遍认可。公司客户包

括隆基股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阿特斯、韩华等全球大型光伏企业，稳定的客

户资源和树立起的良好品牌形象能够为本次“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

深加工建设项目”新增产能的市场消化提供有力支撑。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51,334.39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39,130.00 万元、场地租赁

费 1,651.68 万元、预备费 2,446.90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8,105.81 万元，拟投入

募集资金 39,130.00 万元。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达产期 3 年。经测算，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约

248,063.43 万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11,551.51 万元。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为 5.44 年

（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21.58%。 

6、项目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项目的立项、环评等备案或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总投资额 18,960.10 万元，

拟对公司现有 10 条光伏玻璃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设备，优化生产布局，

建设 5 条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背板玻璃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以提高公司的超

薄光伏玻璃加工能力。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亚玛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常州公司厂区内，利用公司

现有生产车间进行技改建设。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满足市场对于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的需求 

为了提高光伏组件的发电功率，降低光伏组件系统的发电成本，通过增大电池

片尺寸或增加电池数量来提升光伏组件的发电功率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而电池片尺

寸增大和数量增加使得光伏玻璃的设计尺寸也随之变大。此外，为了进一步降低双

玻组件产品的整体重量和制造成本，光伏玻璃的厚度由 3.2mm、2.5mm 向 2.0mm

甚至更薄的方向发展。光伏玻璃向效率和性能更佳的大尺寸、高功率、轻薄化方向

发展已经成为行业主流趋势。 

公司目前位于常州生产基地的光伏玻璃生产线大部分仅能满足常规尺寸光伏玻

璃的生产加工需求，且在光伏玻璃盖板产品上的产能不足。因此，公司计划对常州

生产基地的光伏玻璃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对于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

玻璃产品需求增长的行业趋势。 

（2）提高光伏玻璃的生产智能化水平以增强整体盈利能力 

光伏玻璃为公司的主要产品，2019 年光伏玻璃销售收入为 75,738.26 万元，销

售收入占比为 63.95%，直接影响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司的光伏玻璃产品利润水

平略低于同行业，除了长期受到原片产能供给不足的制约外，现有生产设备的整体

智能化程度不高也是重要因素，人均产值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公司位于常州生产

基地 F座生产车间大部分生产设备已经陈旧老化，智能化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本项目将对公司位于常州生产基地 F座生产车间进行全面的技术升级和改造，

通过对磨边、清洗、镀膜、钢化等关键工序的硬件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同时引进激

光打孔机、自动传输线、下片机械手等智能化生产设备，提升光伏玻璃加工生产的

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人均产值，从而提高公司光伏玻璃产品的利润水平和整体

盈利能力。 

（3）助力公司抓住行业集中度上升的市场发展机遇 

公司所在的光伏玻璃制造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市场准入壁垒较高，尤

其是在 2018 年“光伏 531 新政”实施后，风险抵御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逐渐退出

市场，光伏玻璃行业已逐步形成了少数规模化企业充分竞争的格局，行业集中度逐

渐提升。为了保证光伏玻璃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稳定一致，客户在选定合格供应商后

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因此光伏玻璃行业具有较强的客户粘性。根据卓创资讯的统计

数据，国内光伏玻璃行业 CR5 从 2013 年的 63.3%提高到了 2019 年的 80%左右，

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85%。随着玻璃原片供应不足的问题得到改善，公司需要通过

技术改造释放产能，抓住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的发展机遇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全球光伏发电装机稳定增长为项目奠定了市场基础 

随着光伏行业各个领域技术的不断进步，光伏发电的成本优势和便捷优势日益

显著。作为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球光伏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 IEA（国际能源署）发布的 2020 年全球光伏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

光伏新增装机 114.9GW，同比增长 12%，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连续三年突破 100GW，

光伏累计装机达 627GW。预计到 2030 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 1,721GW，

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长至 4,670GW，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为本项目的的实施奠定

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2）公司在光伏玻璃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力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 

由于光伏玻璃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光伏玻璃产品的技术迭代较快，对企业技

术研发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企业在产品开发、材料应用、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创



新能力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必备要素。公司是国内较早研发和生产应用纳米材料在

大面积光伏玻璃上镀制减反射膜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内少数规模化生产厚度≤

2.0mm 超薄物理钢化玻璃的企业。公司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致力于光伏玻璃镀膜

技术、物理钢化技术的研发创新，并形成了自身在光伏减反镀膜玻璃和超薄物理钢

化玻璃方面领先的技术研发优势，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丰富的生产线技术改造经历为项目奠定了经验基础 

随着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下游客户对于光伏玻璃产品的技术参数要求日益严

格，光伏玻璃制造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对生产线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改造。公

司在光伏玻璃加工制造领域拥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在上片、磨边、镀膜、钢化等

关键工序的智能化技术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

工成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项目将对公司位于常州生产基地的 F座生产车间

进行整体重新规划和生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公司在生产线技术改造方面的丰富经

历能够为本项目的实施奠定经验基础，能够有效确保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满足公司对

于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背板玻璃的生产需要。 

（4）项目技术改造方向与光伏玻璃产品发展趋势高度一致 

目前，光伏组件的前盖板玻璃产品的厚度主要有 3.2mm、2.8mm、2.5mm、

2.0mm 等几种规格。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

（2019 年版）》的统计数据，2019 年 3.2mm 厚度的前盖板玻璃市场占有率最高，

为 76.8%。随着光伏行业步入“降本增效”的发展新阶段，光伏玻璃开始朝着轻薄

化方面发展，双玻组件的迅速发展也增加了超薄光伏玻璃的市场需求，2.0mm 厚度

的光伏玻璃成为需要增长最快的产品，市场需求占比预计将由 2019 年的的 3.4%提

升至 2025 年的 62.3%，对应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6.2%。 

本项目将对公司位于常州生产基地的 F座生产车间光伏玻璃产线进行技术改造，

主要用于提升≤2.0mm 光伏玻璃的智能化加工能力，技术改造方向与光伏玻璃产品

的技术发展路径高度一致。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8,960.10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16,439.40 万元、预备费

986.36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1,534.33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6,439.40 万元。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达产期 1 年。经测算，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均销售收入约

112,649.46 万元，年均净利润约为 6,411.48 万元。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为 4.89 年

（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26.81%。 

6、项目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项目的立项、环评等备案或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BIPV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17,454.46 万元，主要

用于在公司现有厂区建设 4 条 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提升公

司防眩光镀膜玻璃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亚玛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常州公司厂区内，利用公司

现有生产车间进行建设。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进一步满足公司 BIPV 光伏玻璃业务快速增长的需要 

BIPV 兼具建材、美观与发电等功能属性，随着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比的稳

步上升，BIPV 已经成为当前分布式光伏发电主要应用形式。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的预测，考虑新建建筑屋面以及既有建筑年均翻新的要求，中国年新增 BIPV

市场空间约 36GW，按照当前价格对应价值量 2,192 亿元。其中，单 GWBIPV 装机

对应光伏玻璃耗量较常规光伏增加 310.8%，市场增量巨大。 

近年来，公司依托自身在光伏玻璃镀膜与物理钢化技术领域的优势拓展了

BIPV 光伏玻璃市场，目前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在此背景下，公司需要新建 BIPV

光伏玻璃生产线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公司 BIPV 光伏玻璃业务快速增长的需



要。 

（2）扩大产能助力公司抓住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分布式光伏实现了较快发展。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2013-2019 年，我国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比从 6.2%

上升至 40.5%，新增装机量达到 12.2GW。相对于直接屋顶，工商业 BAPV 和

BIPV 都具有良好的经济性，BIPV 经济性更好，内部收益率较 BAPV 高 2.9%，

BIPV 作为当前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主流形式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公司

需要扩大 BIPV 光伏玻璃的生产规模，为抓住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提供

充足的产能。 

（3）优化 BIPV 光伏玻璃产品的生产方式以提升效率和质量 

BIPV 是光伏产品与不同建筑主体的集成，不仅要求光伏组件具备发电功能，

同时还要求光伏组件兼顾美观性和安全性，因而 BIPV 比传统光伏组件拥有更高的

力学性能要求和更多样的结构需求。产品的高度定制化使得 BIPV 光伏玻璃的生产

工艺流程较传统光伏玻璃更加复杂，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

争的重要保障。 

公司的 BIPV 光伏玻璃产品生产环节包括切割、磨边、清洗、打孔、钢化、镀

膜、烘烤、贴合、胶干、热锚、包装等多道工序，其中大部分的工序已经基本实现

自动化生产，而贴合、包装工序还处于半自动化生产阶段。本项目的实施将引进

CNC 加工自动化输送线、磨边钢化自动化输送线、自动打胶组装线、自动热铆产

线、自动打胶贴合线等智能化生产设备以优化 BIPV 光伏玻璃的生产方式，从而提

升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国家产业政策鼓励 BIPV 发展为项目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随着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的推进，绿色节能技术成为我

国大力发展的领域。而 BIPV 技术对于提高我国绿色能源占比、促进建筑节能降耗

具有重要意义，加上光伏技术的进步促进成本下降，BIPV 开始成为我国光伏行业



的重要发展方向。 

近年来，为了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大力度发展 BIPV 技术，国家出台了多项产

业政策进行扶持。2016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能源技术革

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明确了“重点研究超低能耗建筑等先进建筑节

能技术，推进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发展目标；2019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将光伏应用与

BIPV 纳入到第一类鼓励项目中。国家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指出，到 2020 年城镇绿色建筑面积比重超过 50%。同时，美国要求在 2030

年达到建筑零净能耗，加州在 2020 年起强制所有三层及以下新建住宅安装户用光

伏系统，欧盟建议成员国在新增建筑中均安装太阳能板。BIPV 作为实现零耗能建

筑目标的重要技术应用，在各国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2）庞大的潜在应用市场为项目产能消化提供广阔平台 

BIPV 是光伏产品与建筑物的集成，主要应用于各类建筑主体，应用市场较为

广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城乡建筑总面积超过 600 亿平方米，其中

光伏可安装面积超过 1.2 亿平方米，对应 16GW 装机潜力。全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

20 亿平方米，光伏可安装面积 1.5 亿平方米，对应 20GW装机潜力，市场空间达到

2,192 亿元。同样，在欧洲、美国等境外市场，零能耗建筑要求的逐步推进使得

BIPV 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广阔平台。 

（3）优质的客户资源为项目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公司为国内较早一批布局双玻 BIPV 的企业，持续专注于 BIPV 光伏玻璃镀膜、

钢化等技术的开发，深度发掘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创新产品和

服务。目前公司 BIPV 主要客户包括隆基股份、特斯拉等行业龙头企业。面向居民

端，BIPV 产品一般由太阳能瓦片和非太阳能瓦片两种玻璃瓦片构成，通过调节两

种瓦片数量来调整发电功率。面向工业端，隆基推出 BIPV 一体化解决方案，采用

双玻半片单晶技术，镀铝锌钢板与双层 2.0mm 钢化玻璃的配置保证使用寿命等性

能。公司于 2019 年与其签订合同总金额约为 15 亿元（含税）框架销售合同，为产



能消化提供了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稳定，均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将不断深化与隆基股份

及特斯拉等境内外行业主要客户的合作，深入挖掘潜在客户需求，为项目产能消化

开辟更多的渠道。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7,454.46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13,381.00 万元、预备费

802.86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3,270.6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3,381.00 万元。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达产期 4 年。经测算，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为 3.72 年

（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47.96%。 

6、项目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项目的立项、环评等备案或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四）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7,053.14 万元，对公司现有研发中心的

研发职能与研发资源进行全面升级优化，通过引进先进的软硬件研发设备，构建先

进的研发平台，并对 BIPV 彩膜光伏玻璃、大尺寸显示器全贴合技术、显示器用一

体化防眩光玻璃等前沿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研发。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亚玛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常州公司厂区内，利用公司

现有研发中心进行建设。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增强技术研发能力以适应产品线不断拓展的客观需要 

公司在光伏玻璃深加工领域拥有十多年的行业从业经验，尤其在超薄光伏玻璃

镀膜与物理钢化等核心技术方面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熟技术储备，并



且已经顺利实现了市场转化。随着公司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以及 BIPV 光伏玻璃、

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产品的开发和量产，公司当前的研发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产品线

不断拓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公司需要对技术研发中心进行升级，增强公司在

BIPV 光伏玻璃、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产品方面的技术研发能力。 

本项目将通过新建镀膜实验室、贴合实验室与光学检测实验室完善公司研发中

心职能，并通过引进全贴合机、镀膜机、低温真空热固化机、高精度分切设备、冷

热冲击机、同步热分析仪等先进的实验及检测设备和材料工程师、光学工程师、工

艺工程师等技术研发人才优化公司的研发资源。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

合研发能力以适应产品拓展的需要。 

（2）为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线结构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司已经发展形成了包括光伏玻璃、光伏组件、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等在内的

产品线结构。作为国内首家研发和生产应用纳米材料在大面积光伏玻璃上镀制减反

射膜的企业，公司率先利用物理钢化技术规模化生产≤2.0mm 超薄物理钢化玻璃，

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但是公司 BIPV 光伏玻璃、电子玻璃等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较

小，仍处于业务增长期。 

本次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公司将针对 BIPV 彩膜光伏玻璃产品进行研发，

满足 BIPV 应用市场对于光伏玻璃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公司还将针对大尺寸显示

器全贴合技术、显示器用一体化防眩光玻璃等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领域的新技术和

新产品进行研发，满足客户对于大尺寸显示器的电子玻璃采购和全贴合的“一站式”

采购及服务需求。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通过技术研发拉动业务增长，优化公司

的产品线结构。 

（3）有利于强化公司在新产品与前沿技术领域的研发优势 

目前，公司生产的 BIPV 光伏玻璃、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产品技术更迭较快，

对企业的技术研发的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BIPV 光伏玻璃方面，不仅要求

光伏产品具备发电与建材功能，同时还要考虑光伏产品在不同环境下与建筑物的融

合度和美感。在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方面，随着显示器的尺寸越来越大，为增强屏



幕的显示效果和强度性能，大尺寸盖板玻璃与触控屏、显示器的全贴合技术成为行

业发展主流趋势。 

公司作为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需要针对行业前沿技术进行研究开发。本项目

公司将针对行业及客户未来发展需求，强化技术研发优势，不断积聚提升所在业务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研发领域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项目创造了良好的实施平台 

本项目将重点针对 BIPV 光伏玻璃领域的“BIPV 彩膜光伏玻璃”技术，以及

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领域的“大尺寸显示器全贴合技术”、“显示器用一体化防眩光

玻璃”等前沿新技术进行研发创新，增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 

在 BIPV 光伏玻璃应用方面，产品需要考虑光伏建筑一体化的整体美学效果，

这使得 BIPV 的应用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色彩的光伏玻璃，不同环境应用不同颜色

的光伏玻璃成为行业发展趋势。在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应用方面，显示器面板技术

的发展和成本的下降推动了显示器面板向更大尺寸发展。随着显示器面板尺寸越来

越大，以及对于显示效果和产品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尺寸显示器的全贴合和防

眩光成为必然要求。因此，本项目重点技术研发领域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为本项目

创造了良好的实施平台。 

（2）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丰富的资源储备为项目提供保障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通过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亚玛顿”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经过多年的行业沉淀，公司已经建立起了的功能齐全、设施完善、人才储备丰

富的技术研发平台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产学研合作。自主研发与产学

研结合的研发模式助力企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研发资源。 

在自主研发方面，公司依托技术研发中心建立了“江苏省光电玻璃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高透光率光伏玻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太阳能组件用功能性

材料工程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基地”等省级重点研

发机构。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公司已经与北京科技大学、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



院、华东师范大学纳米功能材料与器件应用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

学院、台湾东华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了大量的产学研合作研发。2020 年 5

月，公司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签约共建“JITRI-亚玛顿联合创新中心”，围绕

光伏、光电玻璃及其它功能性新材料为核心完成成果转化。 

综上所述，公司建设形成了成熟的研发体系，为本次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

技术团队和经验借鉴，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7,053.14 万元，包含工程费用 3,069.00 万元、预备费

184.14 万元及研发课题经费投资 3,800.0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3,069.00 万元。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为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不单独产生经济效益。本项目的实施能

够加强公司对行业前沿技术的研究，强化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巩固公司的行业技

术领先地位，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6、项目备案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项目的立项、环评等备案或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补充流动资金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7,980.6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以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并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光伏玻璃深加工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公司目前业务发展较快，项目投资和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较高，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营运资金需求也随之提高，公司滚

存利润不足以支撑目前的发展。同时，考虑到公司目前仍持有 169MW 的光伏电站，

现金流和融资结构的匹配和优化显得尤为重要，截至 2019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43.21%，因此部分流动资金需求以权益融资的方式得以实现，可以优化财务结构、



减少财务费用、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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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未来公司整体战略方向，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建成运营后，有利于公司夯实光伏玻璃

深加工领域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本实力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股本

扩大，总资产和净资产增加，公司资金实力将显著增强，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性得到

改善，增强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平、合理，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必要性和

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及盈利能力，

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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