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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21-047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特能源以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硅材料公司为主体投资建

设 10万吨多晶硅项目。本项目总投资 87.99 亿元（含增值税，含全部流动资金），

资本金由新特能源通过募集资金、自有资金或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解决。为加

快项目推动，充分发挥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专业优势，经新特能源与晶科能

源、晶澳科技协商一致，决定对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增资扩股。 

本次共向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增资 344,000 万元，其中新特能源增资 281,000

万元，晶科能源增资 31,500万元，晶澳科技增资 31,500万元。增资完成后，内

蒙古硅材料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50,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抓住全球光伏产业快速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公司新能源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能

源”)以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硅材料公

司”）为主体，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山格架化工园区

投资建设年产 10万吨高纯多晶硅绿色能源循环经济建设项目（以下简称“10万

吨多晶硅项目”）。本项目总投资为 87.99亿元（含增值税，含全部流动资金），

资本金由新特能源通过募集资金、自有资金或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解决。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内资股股份的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1 年 6月 18 日，新特能源与上饶市晶科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晶科能源”）、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澳科技”）签

订了《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高纯多晶硅绿色能源循环经济项目暨内蒙古新特硅

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书”），新特能源、

晶科能源、晶澳科技以货币资金 344,000万元向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增资，其中新

特能源增资 281,000 万元，晶科能源增资 31,500 万元，晶澳科技增资 31,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350,000

万元，新特能源持有内蒙古硅材料公司 82%股权，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分别持有

内蒙古硅材料公司 9%股权。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新特能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众欣街 2249 号 

注册资本： 12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成立日期：2008 年 2月 20日 

主营业务：硅及相关高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多晶硅生产 

相关的化工副产物的生产及销售；新能源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 

新能源系列工程的建设及安装；风能、太阳能发电的投资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特能源总资产 455.89 亿元，净资产 145.59 亿

元；2020年度新特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135.07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5 亿元（以上数据已经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21年 3

月 31日，新特能源总资产 439.49亿元，净资产 148.35亿元；2021 年一季度新

特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29.21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 亿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晶科能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饶市晶科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晶科大道 1号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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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成立日期：2021 年 5月 31 日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等。 

该公司近期设立，尚未开展业务。 

（三）晶澳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新兴路 123 号 

注册资本：159,525.37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靳保芳 

成立日期：2000 年 10月 20日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单晶硅棒、单晶硅片；生产太阳能电池、组件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晶澳科技总资产 372.97 亿元，净资产 148.40 亿

元；2020年度晶澳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58.47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07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晶澳科技总资

产 409.23亿元，净资产 150.02亿元；2021年一季度晶澳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69.56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新型工业园区管委会 210 室 

注册资本： 6,000万人民币（新特能源投资占注册资本 100%） 

法定代表人：夏进京 

成立日期：2021 年 2月 9日 

主营业务：硅及相关高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多晶硅生产

相关的化工副产物的生产及销售等。 

该公司主要为投资建设 10万吨多晶硅项目而设立，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四、增资扩股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增资条款 

新特能源、晶科能源、晶澳科技以货币资金 344,000万元向内蒙古硅材料公

司增资，增资价格经协商确定为 1 元/注册资本。增资扩股前后，内蒙古硅材料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4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新增投资 
增资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新特能源 6,000 100.00 281,000 287,000 82.00 

晶科能源 0 0.00 31,500 31,500 9.00 

晶澳科技 0 0.00 31,500 31,500 9.00 

合计 6,000 100.00 344,000 350,000 100.00 

（二）项目建设与经营方针 

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新特能源及新特能源除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外的控股公司

的多晶硅产品优先保障对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的供应。晶科能源、晶澳科技优先

采购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新特能源及新特能源除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外的控股公司

的多晶硅产品，并依据后续各自签订的多晶硅供货框架协议履行多晶硅购销订

单。多晶硅销售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定。 

（三）法人治理结构 

1、内蒙古硅材料公司设股东会，各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内蒙古硅材料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新特能源提名 3 名，晶

科能源提名 1名，晶澳科技提名 1名。董事长由新特能源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

生，董事长为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设总经理 1名，财务总监 1名，由

董事会决定聘用或/和解雇及其报酬事项。 

3、内蒙古硅材料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新特能源提名 1 名，职工监

事 2名。 

（四）利润分配 

合资经营期间，新特能源、晶科能源、晶澳科技依法按实缴出资比例分享内

蒙古硅材料公司利润，按认缴比例承担亏损。 

（五）股权转让 

一方转让内蒙古硅材料公司股权时，同等条件下其他方享有按股权比例的优

先受让权，但转让给拟转让方的关联方的除外。如果新特能源拟直接或间接出售

其持有的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导致其失去对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控

股地位时，晶科能源、晶澳科技不购买的，则晶科能源、晶澳科技有权（但并无

义务）要求受让方按照相同的对价购买其所持全部或相应部分内蒙古硅材料公司

的股权，否则新特能源不得出售其相应部分股权。 

（六）陈述、保证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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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正式成功达产之日（最晚不晚于 2023年 6月）起 5年内，

实际年度产量连续两年低于目标产能（即 10 万吨）的 50%时（政策、法律、政

府要求等非新特能源或内蒙古硅材料公司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停产、减产情形

除外），晶科能源、晶澳科技有权要求新特能源收购其持有内蒙古硅材料公司的

全部或部分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投资本金加持有期间利息（利率为达产年至收

购年的 LPR平均值）减累计分红。 

（七）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发生争议时，均应向内蒙古硅材料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加盖各自公司公章后生

效。 

五、本次增资扩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特能源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内蒙古硅材料公司增资，将进一步加强上下

游产业协作，有利于加快推动 10 万吨多晶硅项目建设，保障多晶硅产品的稳定

销售，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与战略投资者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19日 

 报备文件 

1、投资建设年产 10万吨高纯多晶硅绿色能源循环经济项目暨内蒙古新特硅

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