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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将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 

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项目实施范围之核查意见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股份”或“公司”）2017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

中天科技股份本次变更“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以下简

称“石墨烯复合材料”项目或“原项目”）为“新型高性能电子铜箔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以下简称“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或“新项目”）及扩大“新能源汽车

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高性能锂

电池”项目）实施范围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中天科技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2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455,301,455 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9.6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379,999,997.10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后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4,301,159,997.15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 4,301,159,997.15 元已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26008605018170106226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第 020003

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各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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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经备案投资额 

调整后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

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化项

目 

2,000,000,000.00 1,800,000,000.00 

2 
能源互联网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1,000,000,000.00 900,000,000.00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500,000,000.00 350,000,000.00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

生产线项目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30,000,000.00 651,159,997.15 

合计 4,830,000,000.00 4,301,159,997.15 

经 2017 年 9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经 2017 年 9 月

26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 2017 年期募投项

目之一“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变更为“海上风电工程施工

及运行维护项目”，海上风电工程施工及运行维护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天科技集团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原有拟使用的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以对中天科技集团海洋

工程有限公司出资的方式变更投向至海上风电工程施工及运行维护项目。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其他

变更情况。 

二、 本次拟变更及扩大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拟将“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化项

目”的实施范围从新能源汽车用领航动力高性能锂电池领域扩大到新型电力储能

用启航低碳源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领域。同时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新型金属基石

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为“新型高性能电子铜箔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新项目投资总额 13,000 万元，中天科技股份拟以对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东电子材料”）现金出资的方式将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新项目，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 

（一） 原有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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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性能锂电池”项目 

公司原“高性能锂电池”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天科

技股份之控股子公司），原计划拟投入主要设备 1,100 台（套），以实现高倍率磷

酸铁锂电池及其正极材料、高能量密度三元锂电池、硅碳锂电池及硅碳负极材料

和固态锂电池的规模化生产。 

公司与新能源汽车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对

锂电池及其系统的安全、循环性能、能量密度要求的不断更迭，公司为更好地服

务于新能源汽车市场，潜心动力锂电池产品技术研发、储备与验证。原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为 180,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已投入金额为 77,970.42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102,029.58 万元。 

2、“石墨烯复合材料”项目 

公司“石墨烯复合材料”项目（即“原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金额 10,000 万

元，实施主体为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股份之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

“中天铝线”），拟在上海市闵行区春中路 18 号建设新型石墨烯增强合金生产线，

占地面积 1,512 平方米，总投资额为 10,000 万元，项目将分期建成 4 条石墨烯

增强合金自动生产线，预期形成年产 4,000 吨的生产能力。本次涉及变更投向的

金额为 10,000 万元，占该项目总筹资额的 100%，占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的 2.28%。 

截至目前，原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和技术迭代，尚未进行投资，原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 10,000 万元。 

（二） 项目变更及扩大实施范围原因 

1、“高性能锂电池”项目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提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储能，

电力储能系统对高安全、长寿命的储能型锂电池需求旺盛，储能迎来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新能源已初步进入无需依赖政府补贴的市场化发展阶段，“十三五”

期间，新能源装机容量高增，行业具备成长动力和空间。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

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由此引发的消纳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新能源产业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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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发展的瓶颈，新能源消纳需要协同电力系统各方综合解决，给电力系统管理提

出了新的要求。电化学储能配置灵活，建设周期短，依靠储能站的毫秒级响应特

性，可以有效的平抑新能源场站并网带来的功率波动，增加新能源发电的并网消

纳比例。 

在目前较为成熟的储能应用中，磷酸铁锂电池分布式储能电源，早已被广泛

运用到通信基站、用户侧削峰填谷、离网电站、微电网、家庭储能等多个场景。

磷酸铁锂在使用寿命、安全性、快速充放、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更适用于

储能市场。电力储能系统对高安全、长寿命的储能型锂电池需求旺盛，发展前景

广阔。 

综上，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扩大本项目的实施范围，从新

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领域扩大至新型电力储能用启航低碳源高

性能锂离子电池领域。 

2、“石墨烯复合材料”项目 

（1）拟定原项目的原因 

原项目是基于我国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对输电材料高强度、高导电、低损耗等

高性能的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挖潜，依靠现有合金成分和技术路线，已很难

满足不断发展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对导线机械、电气性能的要求。 

中天铝线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过程所”）建立

了长期合作协议，针对输电路用铝合金材料性能改善的要求，创新性提出将国际

前沿的二维碳材料石墨烯技术引入到合金性能改进中，以期解决国家架空输电线

路建设材料的重大瓶颈问题。前期双方合作研究已取得显著技术成果，中天铝线

与中科院过程所将技术和市场优势有机结合，目标研制的新型铝基石墨烯复合材

料将率先在架空导线领域进行应用。 

（2）目前市场的变化 

随着架空导线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司突破原有铝合金制造技术水平，在

不使用石墨烯作为增强机制的情况下，已实现新型高性能铝合金架空导线的生产，

该产品具有更低线路损耗、更高的线路安全特性，且成本增加较小，近几年已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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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于我国特高压、大跨越等重点工程。相较之下，铝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导线

虽具有较高程度性能提升，但成本增加也较大。 

（3）原项目可行性发生的重大变化 

鉴于铝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导线的市场需求情况较预期有较大变化，经公司审

慎论证和研究，为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对原项目进行变更。 

（三） 项目变更及扩大实施范围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高性能锂电池”项目实施范围从“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

池领域”扩大到“新型电力储能用启航低碳源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领域” 

（1）本次扩大实施范围的影响 

公司本次扩大“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

化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是基于公司新能源储能市场需求实际情况做

出的调整，在顺应国家、行业“清洁低碳”发展目标的同时，能够扩大公司对客

户需求的覆盖面，有效增进企业效益，促进技术发展，提升公司储能产品行业地

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扩大实施范围可能存在的风险 

①市场需求波动风险 

本次扩大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市场前景广阔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特

性，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科技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但该项目仍有可

能面临国内外对储能应用进展不及预期、锂电成本下降幅度不及预期使市场需求

的持续性存在风险。 

②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在“双碳”目标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大型储能锂电池应用前景广阔，

但受储能行业标准待完善、各类设施良莠不齐，储能系统建设、运行等监管更严

格等因素的影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若公司不能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增强研发

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出现市场份额下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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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石墨烯复合材料”项目变更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 

（1）新项目实施的影响 

电解铜箔是利用电化学原理通过铜电解而制成的，制成生箔的内部组织结构

为垂直针状结晶构造，按下游需求可以分为电子电路铜箔、锂电铜箔和电磁屏蔽

用铜箔。电子电路铜箔（纯度 99.7%以上，厚度 5μm—105μm）是电子工业的基

础材料之一，主要用于覆铜板（CCL）和印制电路板（PCB）上，产品广泛应用

于工业用计算器、通讯设备、QA 设备、民用电视机、录像机、CD 播放机、复印

机、电话、冷暖空调、汽车用电子部件、游戏机等，是铜箔第一大应用领域。 

从 2018 年开始，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汽车电子等市场的迅速发展，

相关 PCB 产业均在向高精度、高密度和高可靠性方向发展，对于高档高性能铜

箔需求明显增加。目前国内高端 PCB 铜箔供应以外资企业为主，国产高端 PCB

铜箔占比不到 10%，国产替代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前景广阔。 

江东电子材料紧随市场需求，开发的新型高性能电子铜箔产品得到客户的广

泛认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将使江东电子材料集中自身技

术优势，专注于优势产品生产，新型高性能电子铜箔产能快速提升，降低成本提

升产品质量，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 

（2）新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①市场经营风险 

产业链下游应用行业如汽车电子、电动工具、智能家居等发展受全球宏观经

济景气程度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动工具、智能家居等终端产品

智能化水平提升，市场需求稳步增长。但若未来全球经济波动较大或长期处于低

谷，电动工具、智能家居等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可能下降，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②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公司的研发技术、生产工艺及快速反

应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若公司不能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增强研发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业务规模，公司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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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市场份额下降的情形。 

（四） 变更后募投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2021 年 3 月 8 日，新型高性能电子铜箔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在江苏省如东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备案，备案证号：东管审备[2021]15 号。 

三、 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的

议案》和《关于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的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江东电子材料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后，已使用银行贷款

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

照《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

换。 

（二） 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的

议案》和《关于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的议案》。监

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

铜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是根据当前业

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石墨烯复合

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

制度的规定。同意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

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并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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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

能电子铜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事项发表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

铜箔”项目，是根据当前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做出的决定，有利于公司未来的持

续发展。本次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范围，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况，相关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同意

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及扩大“高

性能锂电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范围, 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天科技股份本次变更“石墨烯复合材料”项目为

“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项目实施范围事项经过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石墨烯复

合材料”项目为“高性能电子铜箔”项目及扩大“高性能锂电池”项目实施范围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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