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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隆基

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绿能”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隆基绿能拟变更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的议案文件等，对其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必要性、有

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561 号文核准，隆基绿能于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7,00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000,000,000.00 元，扣除发生的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募集资金共

计人民币 6,964,962,2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到位，经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0030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建设西咸乐叶年产 15GW 单晶高效单晶电池项

目、宁夏乐叶年产 5GW 单晶高效电池项目（一期 3GW）和补充流动资金。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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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叶年产 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已于 2020 年 3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

效单晶电池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计划用于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

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 477,000.00 万元变更用于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

池项目。 

截至 2022年 11 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余额

（万元） 

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万

元） 

项目实际余

额（万元）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西咸新

区）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科技路支行 
32,355.44 0 32,355.44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科技路支行 
124,241.18 350,000.00 474,241.18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科技路支行 
10.63 - 10.63 

备注：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为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向项目

公司增资的中转账户。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公司拟将 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变更为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原计划用于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

建设的募集资金 477,000.00 万元变更用于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

目，上述项目电池工艺将导入公司自主研发的 HPBC 高效电池技术，形成年产

29GW 单晶高效电池的产能目标。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鉴于公司自主研发的 HPBC高效电池技术规模化商业条件已经成熟，HPBC电

池产品的量产转换效率超过 25%，本产品具有外观美观、转换效率高、弱光响应

好、温度系数低、高可靠性等优势，可广泛用于屋顶、地面电站等多种场景应用，

可满足客户对于高效单晶产品的市场需求，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公司秉持

“不领先、不扩产”的经营理念，拟将原西咸乐叶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规模从年

产 15GW 扩大至 29GW，并导入公司自主研发的 HPBC 高效电池技术，满足市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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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效产品的需要。 

五、西咸乐叶年产 29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 

2、项目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河新城 

3、实施主体：隆基乐叶光伏科技（西咸新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咸

乐叶”） 

4、项目内容：在西咸乐叶现有已租赁的厂房内，购置安装满足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的主辅设备以及配套的检测、自动化和其他设备，导入公司自主研

发的 HPBC 高效电池技术，形成年产 29GW 单晶高效电池的产能目标。 

5、投产时间：预计 2023年 9月整体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并全面投产 

6、资金来源：拟将原计划用于西咸乐叶年产 15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建设的

募集资金 477,000.00 万元变更用于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剩

余资金由项目公司自筹解决。 

（二）项目投资计划及收益情况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 703,976.15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625,142.82万元，流动资

金投入 78,833.33万元，具体明细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是否资本性

支出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 设备购置 566,263.96 是 

477,000.00 2 工程建设 15,300.00 是 

3 信息化及其他费用 13,315.66 是 

4 预备费 30,263.2 否 / 

5 铺底流动资金及建设期利息 78,833.33 否 / 

投资总额 703,976.15 / 477,000.00 

2、项目收益情况 

本项目建成后，具体收益情况如下： 

序号 收益指标 数值 备注 

1 营业收入（万元） 2,389,907.83 运营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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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净利润（万元） 391,448.51 运营期平均值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53.57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万元） 1,953,213.72 按折现率 12% 

5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年） 3.81  

注：按投产首年达产率 50%，第二年开始全面达产测算。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为推进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光伏度电成本的持续下降，公司依托于长期积累

形成的战略和执行力优势、技术创新优势、成本优势、全产业链优势、品牌优势

和财务优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单晶光伏产

品制造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解决方案。公司单晶硅片已处于行业龙头

地位，非硅制造成本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单晶组件业务市占率持续提升，而目前

公司单晶电池产能与单晶硅片、组件产能的不匹配一定程度制约了公司战略目标

的实现。公司新型电池工艺已具备投资建设和产业化条件，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实现上下游

联动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使公司在单晶电池环节的领先技术成果大规模产业化，

在有效扩大现有单晶电池市场供给能力的同时，可实现技术和产品的大幅升级，

从而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好的高效单晶解决方案，进而保障公司总体战略目标的顺

利达成。 

（四）项目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投资项目是现有核心制造业务单晶电池业务的扩产项目，具有较好

的市场前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也在人才、技术、市场

等方面进行了充足准备。但该项目的可行性以及预计经济效益是基于当前的宏观

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供求关系、行业技术水平、市场价格等现有状况基础

上进行合理预测的，由于该投资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周期，若在实施过程中上述

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实施进度推迟或项目建成后公司面临无法

实现预期产能目标、新增产能无法完全消化、无法实现成本下降和效率目标提升

以及市场价格大幅低于预期等风险，从而存在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可能。 

应对措施：公司将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高效电池技术的导入和量产，

持续提升高效单晶组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效引导客户需求，不断为客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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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五）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 

截至目前，拟变更后的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相关备案和

环境评价手续尚未办理完成，公司将在此次变更的相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后，及时办理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投产后，公司将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高效单晶电池产

能，不断满足市场对高效单晶产品的需求，提升公司盈利能力。项目投资完成

后，不会产生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不会对

公司偿债能力和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议案》，本次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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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意见为：本次变更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是公司

基于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进行的必要调整，公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有助于提升高效产能建设规模，进一步满足高效单晶

产品的市场需求，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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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为：本次变更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是基于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高效产能建设规模。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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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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

项。 

八、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将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西咸乐

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变更为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本次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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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时隆基绿能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项目相关的备案和环评

等必要审批手续。 

本保荐机构同意隆基绿能将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变更为

西咸乐叶年产 29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计划，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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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西咸乐叶年产 1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姜志刚                        龚癸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