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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00 万元（含 3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晶科电力清远市三排镇 100MW 农光互补综合利

用示范项目 
36,333.00 34,000.00 

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7,180.00 35,000.00 

金塔县 49MW 光伏发电项目 24,269.30 16,000.00 

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 200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76,731.38 72,000.00 

讷河市 125.3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56,425.00 53,000.00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90,000.00 90,000.00 

合计 320,938.68 300,000.00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

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一）光伏发电项目 

1、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期，能源供求关系不断变化。受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影响，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条件日益收紧，生态环境问题日趋突出，调结构、

提能效、进一步保障能源安全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明确指出，坚持“节



 

2 

 

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

实施绿色低碳战略，着力优化能源结构，把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主

攻方向。坚持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并举，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幅增加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比重，

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科学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减少能源消费排放，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建造，是积极响应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号召

的具体践行，有利于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添砖加瓦；有利于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

重和效能，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位能耗；有利于促进能源消费排放，为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有利于促进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可持续发展 

在政策支持、技术进步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呈现爆发式

增长。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9 年，我国光伏发电量由 90 亿千

瓦时增长至 2,243 亿千瓦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0.91%；发电量占比由 0.17%增长至

2.99%，累计提高 2.82 个百分点。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光伏发电项目，有利于促进我国光伏发电行业朝着多元

化、高效率方向发展；有利于推动行业内各类型社会资本充分发展，促进行业规模健

康有序增长；有利于提升在消纳能力强、经济基础好的地区装机规模，促进国内光伏

行业可持续发展。 

3、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和竞争实力 

作为我国领先的光伏发电民营企业，近年来公司发展迅速。截至 2020 年 6 月末，

公司在全国多个省份建有光伏电站，累计并网装机容量约 3.05GW，居同行业前列。

但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等

大型国有发电集团企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预计新增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584.3MW，

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光伏电站运营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有利于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电站

管理与运营提升整体经营效率，有利于在更加规范高效的公司治理下，增强公司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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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品牌价值。 

（二）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1、有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借款规模较大，公司金融机构借款主要围绕项目建设展开、以项目

融资为主，该等金融机构借款期限通常较长，且一般约定在期限内逐步还本付息。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并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后，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资产

负债率，优化财务结构，促进公司财务状况朝着更加稳健、可持续方向发展，增强抗

风险能力。 

2、有利于减少利息支出，提升盈利能力 

近年来，伴随光伏电站并网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公司整体负债规模持续增加，利

息支出相应增多。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借款，有利于减少借款规模和利

息支出，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行业前景良好 

2012 年以来，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成为全球光伏装机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截至

2019 年末，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204.30GW。2013-2019 年，我国光伏发电

量由 90 亿千瓦时增长至 2,243 亿千瓦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0.91%；发电量占比由

0.17%增长至 2.99%，累计提高 2.82 个百分点。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国家的大力推

广，未来光伏在我国发电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本行业市场规模

将继续快速增长，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二）光伏技术进步 

光伏技术进步使得光伏发电脱离补贴独立运营成为可能。在上游产能扩张和技术

革新的推动下，近年来光伏电站的建设成本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其中，占到电站建设

成本约一半的光伏组件价格显著下降。根据 Wind 资讯数据，晶硅光伏组件现货价格

（周平均）由 2012 年初的 0.95 美元/瓦下降至 2020 年 6 月末的 0.16 美元/瓦，降幅达

83.16%。技术加速进步促进了平价上网，以 HIT、HJT 等新技术为例，在不改变支架



 

4 

 

形态的基础上，发电小时数也可实现较大提升。 

综上，本项目建设具备良好的技术背景支持。 

（三）具有良好的基础储备 

公司为国内排名居前的光伏电站开发运营商，具备良好的项目实施基础： 

1、项目开发能力较强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光伏电站运营项目累计装机容量约 3.05GW，并涵盖农

光互补、渔光互补、林光互补等各类发电项目，位居国内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行业前列。

公司建立了实力雄厚的项目开发团队，与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为本项目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项目开发基础。 

2、建设运维经验丰富 

公司重视项目建设的质量，针对采购、组装、集成、调试等各个环节设计了高标

准的技术规范与管理体系，以充分保障电站运营的可靠品质。此外，公司制定了一系

列光伏电站运营业务管理制度，从日常操作管理、工程巡检、变压站维护、并网操作、

应急方案管理等方面对光伏电站运营进行周密的运维管理。公司还建立了先进的远程

数据监控系统与集控中心，能够对所有电站项目进行一站式全方位监控。 

综上，公司具有较强的项目质量控制能力，建设运维经验丰富，为本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良好的建设运维基础。 

3、管理能力行业领先 

公司管理层在光伏行业有着超过 10 年的丰富经验，是国内光伏行业由起步到快

速发展的见证人。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司的管理层敏锐把握了行业的发展趋

势，从而使得公司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国内一流的光伏电站运营商。公司一直

致力于开发创新、高效的管理模式，采用了光伏行业适用的管理体系。在实际应用中，

设计了有效的执行细则，充分调动了各个业务条线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了各个项目电

站的运行效率。 

综上，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层与先进的管理模式，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

好的管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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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清远市三排镇 100MW 农光互补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连南县西南部，距连南县城 16 公里，东邻九坡镇，南接窝

水镇，西与大坪镇交界，北临县城。本项目拟在上述地点投资新建 100MW 光伏发电

项目，结合当地环境特点，光伏电站采用“农光互补”开发方式，运行期 25 年。 

2、项目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36,333.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6,032.99 万元（含基本预备费

706.53 万元），流动资金 300.01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34,000.00 万元，主要

用于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等。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连南瑶族自治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连南瑶族自治县经济发展促进局出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项目代码：2019-441800-44-03-087376）；本项目环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上网电价按 0.453 元/kW·h（含增值税）测算，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

后）为 8.62%，投资回收期为 10.44 年（税后）。 

（二）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东湖养殖区，拟在上述地点投资新建

110MW 光伏发电项目，结合当地环境特点，本项目采用“渔光互补”开发方式，运

行期 25 年。 

2、项目投资概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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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 37,18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6,849.97 万元（含基本预备费

722.55 万元），流动资金 330.03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35,000.00 万元，主要

用于建设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等。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铜陵市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铜陵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铜陵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

（项目代码：2020-340721-44-03-030645），本项目的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上网电价按 0.3844 元/kW·h（含增值税）测算，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为 8.27%，投资回收期为 10.70 年（税后）。 

（三）金塔县 49MW 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酒泉市金塔县红柳洼光电产业园区，拟在上述地点投资新建 49MW 光

伏发电项目，结合当地环境特点，光伏电站采用“农光互补”开发方式，运行期 25

年。 

2、项目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24,269.3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4,085.61 万元（含基本预备费

472.27 万元），流动资金 183.69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16,000.00 万元，主要

用于建设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等。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金塔县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酒泉市金塔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甘肃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项

目代码：2020-620921-44-03-012522）。本项目已取得酒泉市生态环境局金塔分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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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金塔县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金塔 49MW 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酒金环审〔2020〕019 号）。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上网电价按 0.3078 元/kW·h（含增值税）测算，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为 10.68%，投资回收期为 8.94 年（税后）。 

（四）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 200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渭北旱塬，拟在上述地点投资新建 200MW

光伏发电项目，结合当地环境特点，光伏电站采用“农光互补”开发方式，运行期 25

年。 

2、项目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76,731.3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6,131.26 万元（含基本预备费

1,492.77 万元），流动资金 600.12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72,000.00 万元，主

要用于建设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等。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白水县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的备案及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上网电价按 0.3545 元/kW·h（含增值税）测算，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税后）为 9.22%，投资回收期为 9.92 年（税后）。 

（五）讷河市 125.3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兴旺乡黑龙村、青龙山屯等村屯，拟在上述区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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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新建 125.3MW 光伏发电项目，运行期 25 年。 

2、项目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56,425.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6,049.02 万元（含基本预备费

1,099.00 万元），流动资金 375.98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53,000.00 万元，主

要用于建设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等。 

3、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讷河市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4、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讷河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书》（项目代

码：2019-230281-44-03-071328）。本项目已取得齐齐哈尔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

齐齐哈尔市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示范区讷河市一标段 125.3MW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齐环行审〔2019〕123 号）。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上网电价按 0.398 元/kW·h（含增值税）测算，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

后）为 7.32%，投资回收期为 11.59 年（税后）。 

（六）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90,000.00 万元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次募集资金偿还

金融机构借款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公司现有的资金用途、公司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及

未来战略发展等因素，整体规模适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满足未来业务不断增长的营运需求。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新能源相关产业政

策，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90,000.00 万元用于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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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金融机构借款，公司资本实力随之增强，能够缓解公司偿债压力，提高公司抗风险

能力，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为

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资金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资本实力进一

步增强，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提升。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

股，公司净资产规模将逐步增大，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得到增强，

但短期内可能摊薄原有股东的即期回报。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的逐步显现，预计公司营业收入将有所增长，公司未

来的长期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增强，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六、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公司盈利增长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顺利实施后将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公司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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