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3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公司一体化产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公

司拟对公司一体化产能进行扩建，具体如下： 

产能 投资项目 投资主体 
预计投资额  

（万元）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电池、组

件产能 

曲靖 10GW 高效电池、5GW 组件项目 新设项目公司  606,219.66  36.75% 

合肥 11GW 高功率组件改扩建项目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422,750.00  25.63% 

合计 1,028,969.66 62.38% 

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建设公司一体化产能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投资建设上述项目，并授权经营

管理层办理该项目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提交政府审批申请

文件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

项目合计投资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故本次投资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投资项目外，公司近十二个月累计已经发生的一体化产能扩建投资事

项如下： 

投资项目 投资主体 
投资额（万

元）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审批程序 

曲靖光伏辅材配套

项目 
新设项目公司  13,175.08  0.80%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合肥光伏辅材配套 合肥晶玖光伏科  6,100.00  0.37%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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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有限公司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无锡光伏辅材配套

项目 

晶澳(无锡)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19,277.00  1.17%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高邮光伏辅材配套

项目 

晶澳(高邮)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6,675.00  0.40%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包头光伏辅材配套

项目 
新设项目公司  7,191.00  0.44%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邢台 5GW 高功率

组件项目 

邢台晶龙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98,592.02 5.98%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邢台新能源职业技

术学院项目 

邢台晶澳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65,000.00    3.94%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越南2.5GW拉晶及

切片项目 

晶澳太阳能（越

南）有限公司 
120,253.01 7.29%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宁晋1.3GW高效电

池项目 

晶澳太阳能有限

公司 
37,018.00 2.24%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义乌 10GW 组件辅

材配套项目 
新设项目公司 68,843.23 4.17%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突泉 200MW 光伏

储能发电项目 

突泉欣盛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 
119,418.00 7.24%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合 肥 2.5GW 

Deepblue3.0 组件

项目 

合肥晶澳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24,487.00 1.48%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朝阳县 300MW 光

伏平价上网项目追

加投资 

朝阳兴华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 
28,718.61  1.74%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扬州基地 10MW 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晶澳太阳能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 
3,259.89  0.20%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义乌基地 4.8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晶澳太阳能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 
 1,539.09  0.09%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高邮 6GW 组件辅

材配套项目 

晶澳（高邮）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14,176.00  0.86%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无锡惠山新材料与

装备产业园项目 

晶澳（无锡）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46,494.50  2.82%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即墨海尔净水产业

园 1.7MW 分布式

晶澳太阳能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 
579.71  0.04% 

项目投资额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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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建设项目具体情况 

（一）投资建设曲靖 10GW 高效电池、5GW 组件项目 

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拟新设项目公司作为本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项目公司注册资金将根据

项目需求确定，总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曲靖 10GW 高效电池、5GW 组件项目； 

项目地点：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内容：新建生产厂房、物流仓库等，购置生产设备及相应的辅助配套设

施等，形成具备年产 10GW 高效电池及 5GW 组件生产能力；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606,219.66 万元（含流动资金）；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24 个月。 

 

（二）投资建设合肥 11GW 高功率组件改扩建项目 

1、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宁 

注册资本金：216,73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硅片的生产、销售；太阳能系列产品的研

制及销售；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 

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02,510.81 万元，总负债 632,579.81

万元，净资产 469,931.00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29,384.15 万元，

净利润 3,527.01 万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1,223,041.25 万元，总负债 746,358.00

万元，净资产 476,683.25 万元；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1,798.76 万元，

净利润 10,340.93 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子公司； 

光伏发电项目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批 

合计 680,797.14     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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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安排：作为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根据项目资金需求，不排除对其

增资的可能性，增资金额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 

2、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合肥 11GW 高功率组件改扩建项目； 

项目地点：合肥高新区 

项目内容：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技改升级，完成后具备年产 6GW 高功率组件

的生产能力，同时投资新建 5GW 高功率组件生产线及配套仓储设施，最终实现

年产 11GW 高功率组件的生产能力；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422,750 万元（含流动资金）；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包括股东出资款、股东贷款、金融机构贷款等；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28 个月。 

 

三、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符合公司未来产能规划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垂直一

体化的产业链布局。项目投产后，能够有效提高高效产品的产能，满足市场对高

效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和一体化盈利能力。 

 

四、风险分析 

1、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融资环

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鉴于上述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

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