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新能源规划目标或上调

光伏行业需求将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刘杨

7月以来，WIND光伏指数累计上涨20.94%至2574.83点，跑赢大盘。 9月14日光伏板块再度大涨，珈伟新能、青岛中程、晓程科技收盘封住涨停板，晶澳科技、爱康科技、隆基股份涨幅超过4%。

分析人士指出，此轮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十四五”新能源规划目标将上调，这一预期催化了光伏板块的市场表现。 受今年第四季度“抢装潮”等因素影响，下半年光伏行业需求将持续改善。

光伏装机或较快增长

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布报告预计，中国将上调“十四五”可再生能源比例的规划，非化石能源将设定为2020年达到15%，2030年将达到20%。 该规划上调将大力推动国内光伏装机量，基于2025年国内非石化能源比例达到18%及2030年达到20%比例测算，预计未来每年光伏新增装机有望达到55GW至60GW。

4月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未来五年新能源发展走势的“十四五”规划工作正式开展。 根据计划，今年9月底前应完成《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报告，11月底前形成《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2021年3月底前需形成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送审稿）》。

兴业证券表示，如果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上调较大的话，光伏产业将不再是一个周期性产业，而是一个完全成长性的产业。 目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为15.3%，若2025年这一指标定为17.5%，则光伏年化需求将达到60GW至70GW，如果达20%，则可达到95GW至105GW。

“十四五”新能源规划目标对光伏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光伏装机量的规划。 国金证券认为，“十四五”期间光伏装机持续较快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在行业基本面扎实、第四季度高景气大概率延续的基础上，光伏板块龙头股有广阔上涨空间。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表示，“十四五”期间，每年安装60GW光伏和30GW风电是大概率事件，这还仅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四季度有望迎来装机潮

上半年，光伏板块上市公司已交出靓丽的“中考”答卷。 Wind统计数据显示，在A股55家光伏概念上市公司中，48家公司上半年实现盈利，占比高达87%。 其中，37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展望下半年，业内普遍认为抢装潮来临将持续改善行业需求。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表示，上半年光伏行业表现不错。 在竞价、平价、户用等项目驱动下，下半年国内光伏市场将实现恢复性增长，四季度有望迎来装机高潮。

西部证券指出，上半年受益于下游客户密集扩产，（相关光伏产业链）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光伏行业中的电池片和组件设备企业实现较快业绩增长，下半年相关企业业绩增长有望提速。

通威股份表示，随着下游硅片企业新增产能如期释放，高纯晶硅供应愈发紧张，价格明显上扬。 下半年公司将顺应市场需求，继续保持满负荷生产。 目前公司高纯晶硅月产量已超过8000吨，产能持续提升，消耗指标持续下降，单晶料占比95%以上，并能实现N型料的批量供给。 在建的乐山二期和保山一期项目合计超过8万吨产能，预计将于2021年建成投产，可进一步扩大公司高纯晶硅的竞争优势。

下游龙头企业积极扩产

今年8月以来，爱旭科技、天合光能、晶澳科技等多家光伏企业公布扩产规划。 同时，通威股份、天合光能、东方日升均在积极推动210mm大硅片的研发与产业化，积极推进度电成本下降。

事实上，今年以来光伏龙头企业就已加快扩产布局。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通威股份、亿晶光电、晶澳科技、东方日升、爱旭股份、协鑫集成等多家披露了扩产计划。 这些扩产计划涉及硅片、电池片、组件以及材料等多个环节，其中以组件扩产最为突出。 中环股份、晶科能源、东方日升等公司均公告了组件扩产计划，其扩展的组件总产能超过200GW。

西部证券预计，未来光伏龙头企业的产能优势将愈发明显，各环节集中度有望提升。

9月8日福斯特公告称，公司拟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年产2.5亿平方米光伏胶膜和年产1.1亿平方米光伏背板项目的投资，项目计划由嘉兴经济开发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实施，预计投资10.2亿元。 这是福斯特今年第二次公布光伏胶膜产能扩张计划。 今年2月，福斯特公告称，将通过自筹资金投资16亿元建设5亿平方米的光伏胶膜项目。

8月9日爱旭股份公告，拟在未来五年投资200亿元进行扩产，高效太阳能电池产能将达到60.8GW，是2019年底产能的6.61倍。

扩产项目超百亿的项目频频出现。 通威股份拟在四川乐山、成都两地投资建设高纯晶硅、高效太阳能电池及配套项目，计划分别投资35亿元和200亿元。 晶科能源也宣布，公司拟在浙江义乌、江西上饶、浙江海宁的三个生产基地，分别计划投资110亿元、135亿元、105亿元，用于硅片、电池和组件各个环节的产能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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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值诱惑 房企扎堆分拆物业上市

□本报记者 董添

今年以来， 不少大型房企旗下的物业

管理公司纷纷递交IPO招股说明书，扎堆进

行分拆上市。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 物业

公司分拆上市后， 市盈率相比地产业务主

体增加了数倍不止， 估值整体提升是这类

公司分拆上市的重要原因。此外，分拆上市

会提升物业公司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促进物业公司业务独立， 拿到更多非自主

开发类的项目。

估值高成吸引力

Wind数据显示，30家物业管理公司

2019年PE值平均值为44.8，中位值为41.5。

克而瑞证券研究院对21家典型物业管理公

司2020年和2021年的PE值进行预测显示，

2020年21家典型物业公司PE值平均值为

32.1，中位值为28.5；2021年21家典型物业

公司PE值平均值为23.3，中位值为20.7。 相

比地产公司， 物业公司上市后的估值整体

较高。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物业类公

司PE值高于地产公司在很多龙头公司中尤

其常见。以碧桂园为例，Wind数据显示，截

至9月14日收盘， 碧桂园的市盈率约为

4.82，碧桂园服务的市盈率约为76.71。

从物业公司上半年业绩看， 已上市物

业公司盈利能力整体较强。 西南证券研报

显示，2020年上半年物业板块实现营业收

入合计39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2%；实现

归母净利润合计53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49%，物业板块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20年

上半年， 物管板块加权平均毛利率为

26.2%，较2019年提升0.9个百分点；加权平

均净利率为14.1%， 较2019年提升1.8个百

分点。2020年上半年，物管板块加权平均费

用率达8.5%，较2019年下降1.6个百分点。

独立运营是核心

今年以来， 头部房企带头分拆旗下物

业公司上市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近期，华

润、远洋旗下物业子公司递交招股说明书。

中国恒大、阳光城、朗诗、融创等多家知名

房企也对外明确分拆物业子公司的意向。

地产观察人士指出，物业分拆上市后，不

可能再完全依附地产母公司生存， 积极开拓

新的市场项目、 尽快摆脱依赖地产母公司生

存现状，将是分拆后物业公司的当务之急。

根据西南证券统计，2020年上半年，核

心物管公司开始全面走向市场化运营， 第三

方项目面积占比由2016年的18%提升至

2020上半年的4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近年来物业公司独立运营能力有较大改观。

在分拆上市前， 地产母公司开发项目是物业

子公司重要的业务来源。 随着物业公司独立

分拆上市，第三方项目占比大为提高。独立运

营能力，将成为物业公司实力比拼的关键。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 目前不少

一线城市地产开发项目都不再使用自有物

业， 而是选择第三方独立物业进行已售楼

盘的物业运营。知情人士指出，开发商选择

第三方物业， 一方面可能和自有物业区域

性较强有关， 也就是说自有物业无法覆盖

到开发区域， 或者覆盖成本较高； 另一方

面，和开发项目的物业配备有关，有的项目

在开发时规定配备高端物业管理， 对物业

提出更高的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进

入加速期， 各地老旧小区改造后的日常维

护成为关注焦点。 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成

果的关键在于物业公司的入驻， 在老旧小

区改造运营成本预算整体较低的背景下，

知名物业公司如何在抢占市场的同时，保

证企业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实现盈利

和正向发展， 是当下很多物业管理公司需

要考虑的重点。

□本报记者 刘杨

光伏装机或较快增长

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布报告预计，中国

将上调 “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比例的规

划， 非化石能源将设定为2020年达到

15%，2030年将达到20%。 该规划上调将

大力推动国内光伏装机量，基于2025年国

内非石化能源比例达到18%及2030年达

到20%比例测算，预计未来每年光伏新增

装机有望达到55GW至60GW。

4月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未来五年新能源

发展走势的 “十四五” 规划工作正式开

展。 根据计划，今年9月底前应完成《可再

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研究》报告，

11月底前形成 《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四

五” 规划（征求意见稿）》，2021年3月底

前需形成国家 《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四

五”规划（送审稿）》。

兴业证券表示，如果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例上调较大的话，光伏产业

将不再是一个周期性产业，而是一个完全

成长性的产业。目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例为15.3%，若2025年这一指标

定为17.5% ， 则光伏年化需求将达到

60GW至70GW， 如果达20%， 则可达到

95GW至105GW。

“十四五” 新能源规划目标对光伏行

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光伏装机量的规划。

国金证券认为，“十四五”期间光伏装机持

续较快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在行业基本面

扎实、 第四季度高景气大概率延续的基础

上，光伏板块龙头股有广阔上涨空间。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表示，“十四

五” 期间，每年安装60GW光伏和30GW

风电是大概率事件，这还仅是一个保守的

估计。

四季度有望迎来装机潮

上半年，光伏板块上市公司已交出靓

丽的“中考” 答卷。 Wind统计数据显示，

在A股55家光伏概念上市公司中，48家公

司上半年实现盈利，占比高达87%。 其中，

37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展望下半年，业内普遍认为抢装潮来

临将持续改善行业需求。 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秘书长王勃华表示，上半年光伏行业表

现不错。 在竞价、平价、户用等项目驱动

下，下半年国内光伏市场将实现恢复性增

长，四季度有望迎来装机高潮。

西部证券指出，上半年受益于下游客

户密集扩产，（相关光伏产业链） 公司在

手订单充足，光伏行业中的电池片和组件

设备企业实现较快业绩增长，下半年相关

企业业绩增长有望提速。

通威股份表示，随着下游硅片企业新

增产能如期释放， 高纯晶硅供应愈发紧

张，价格明显上扬。 下半年公司将顺应市

场需求，继续保持满负荷生产。 目前公司

高纯晶硅月产量已超过8000吨，产能持续

提升， 消耗指标持续下降， 单晶料占比

95%以上，并能实现N型料的批量供给。在

建的乐山二期和保山一期项目合计超过8

万吨产能， 预计将于2021年建成投产，可

进一步扩大公司高纯晶硅的竞争优势。

下游龙头企业积极扩产

今年8月以来，爱旭科技、天合光能、

晶澳科技等多家光伏企业公布扩产规划。

同时，通威股份、天合光能、东方日升均在

积极推动210mm大硅片的研发与产业

化，积极推进度电成本下降。

事实上，今年以来光伏龙头企业就已

加快扩产布局。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今年上半年通威股份、亿晶光电、晶

澳科技、东方日升、爱旭股份、协鑫集成等

多家披露了扩产计划。 这些扩产计划涉及

硅片、电池片、组件以及材料等多个环节，

其中以组件扩产最为突出。 中环股份、晶

科能源、东方日升等公司均公告了组件扩

产计划 ， 其扩展的组件总产能超过

200GW。

西部证券预计，未来光伏龙头企业的

产能优势将愈发明显，各环节集中度有望

提升。

9月8日福斯特公告称，公司拟通过自

筹资金的方式进行年产2.5亿平方米光伏

胶膜和年产1.1亿平方米光伏背板项目的

投资，项目计划由嘉兴经济开发区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实施，预计投资10.2亿元。 这

是福斯特今年第二次公布光伏胶膜产能

扩张计划。 今年2月，福斯特公告称，将通

过自筹资金投资16亿元建设5亿平方米的

光伏胶膜项目。

8月9日爱旭股份公告，拟在未来五年

投资200亿元进行扩产， 高效太阳能电池

产能将达到60.8GW， 是2019年底产能的

6.61倍。

扩产项目超百亿的项目频频出现。 通

威股份拟在四川乐山、成都两地投资建设

高纯晶硅、 高效太阳能电池及配套项目，

计划分别投资35亿元和200亿元。 晶科能

源也宣布，公司拟在浙江义乌、江西上饶、

浙江海宁的三个生产基地，分别计划投资

110亿元、135亿元、105亿元， 用于硅片、

电池和组件各个环节的产能扩产。

华中科技大学落实校企改革

拟公开征集华工科技天喻信息股份受让方

□本报记者 段芳媛

天喻信息、华工科技9月14日晚间双双公告，公司股东拟协

议转让公司股份并公开征集受让方， 此次协议转让或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天喻信息和华工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华中科技大学。 此

次天喻信息和华工科技股权转让， 是华中科技大学落实校企改

革动作。

华中科技大学通过产业集团和华工创投持有天喻信息

29.57%的股份。 此次产业集团、华工创投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

方的方式，分别协议转让持有的天喻信息1157.29万股、9412.63

万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69%、21.89%。 此次公开征集

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10.27元/股。 转让完成后， 产业集

团、华工创投分别持有天喻信息1285.87万股、860.11万股，持股

比例分别为2.99%、2%。

华中科技大学通过产业集团持有华工科技股份2.4亿股，占华

工科技总股本的23.91%。 此次产业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

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华工科技1.91亿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 此次公开征集转让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22.44元/股。

华工科技、天喻信息均在公告中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保持上

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发生重大变化， 保证上市公司发展战略

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并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或方案；应保持上市

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队伍的整体稳定， 充分保护员工

合法利益， 并制定具体有效的经营管理团队激励方案或长效激

励措施； 应积极配合华中科技大学实施校属企业体制改革相关

工作，保证校方职工在企业稳定就业，以及能够利用自身和上市

公司在行业、资本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必要的方式持续促进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开展校企合作， 并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或

方案。

2018年5月11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高等

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坚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尊重

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和规

范，理清产权和责任关系，分类实施改革工作，促进高校集中精

力办学、实现内涵式发展。这也是此次华中科技大学转让旗下两

家上市公司股权的缘由。

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邵鲁宁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曾

表示，高校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高校企

业转移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未来相对明确的方向，“高校应

该集中精力做好教学科研， 企业应该由社会相关专业人士去经

营管理” 。

传闻搅动第三代半导体炒作

聚灿光电收到交易所关注函

□本报记者 吴科任

9月14日晚，继乾照光电之后，另一只第三代半导体概念热

门股聚灿光电收到交易所下发的关注函。关注函要求，聚灿光电

说明近期股价涨幅与公司经营业绩等基本面情况是否匹配，并

结合公司业务生产经营情况、股价走势、技术应用更新及资金周

转风险等情况，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股价涨幅与业绩偏离较大

关注函表示，聚灿光电上半年实现扣非净利润-2669.74万

元，去年同期为-932.17万元；公司上半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金额为4773.96万元，为上半年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 9月3

日至9月14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达125.98%，与同期创业板综

指涨幅和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偏离较大。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

此表示高度关注。

首先， 关注函要求聚灿光电说明上半年扣非后净利大幅下

滑的主要原因及与同行业公司业绩的对比情况， 公司产品和技

术应用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是否具有明显行业优势以及对公司

的影响情况。

聚灿光电主要从事化合物光电半导体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GaN基高亮度LED外延片、芯片，产品主

要应用于显示背光、通用照明、医疗美容等中高端应用领域。

其次， 关注函要求聚灿光电详细说明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

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第三， 关注函要求聚灿光电核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董监高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1个月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来3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是否存在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并报备交易明

细和自查报告。

股价大涨期间， 重要股东顺势减持。 聚灿光电9月10日公

告，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兼董事徐英盖发出的《关于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9月10日，徐英盖本次

减持计划累计减持218.50万股，减持数量已过半。 其中，9月3日

至9月10日，徐英盖减持了68.50万股。

第三代半导体处于发展初期

聚灿光电等个股的炒作源自一条市场传闻， 即我国计划把

大力支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写入正在制定中的“十四五”

规划，计划2021年至2025年在教育、科研、开发、融资、应用等各

个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区别于第一代的硅（Si）和第二代的III-V族化合物，第三

代半导体的材料主要分为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 其具有更

高的禁带宽度、高击穿电压、电导率和热导率，在高温、高压、高

功率和高频领域可替代前两代半导体材料。 凭借这些性能优

势，第三代半导体可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信息、国防等众多

领域。

目前，国内厂商已经布局了第三代半导体的设备、衬底、外

延和器件全产业链环节。 据集邦咨询不完全统计，今年1-8月，

国内所披露新开工以及新签约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项目的投资总

额超过450亿元。 三安光电、露笑科技、华润微、赛微电子、闻泰

科技、士兰微、扬杰科技等一众上市公司均有布局。

相比第一代半导体，第三代半导体市场体量有限，但增长较

快。 根据Omdia数据，到2020年底，全球SiC和GaN功率半导体

的销售收入预计为8.54亿美元，到2029年有望超过50亿美元。

国信证券提示，由于第三代半导体处于发展初期，很多优秀

公司暂未上市。而相关上市公司大多数处于研发阶段，或者产品

处于推广初期，对上市公司收入贡献很小。 光大证券表示，碳化

硅长晶技术难度较高，良率提升困难，如果碳化硅生产良率不及

预期，第三代半导体应用普及速度面临不及预期的风险。

“十四五”新能源规划目标或上调

光伏行业需求将持续改善

7月以来，WIND光伏

指数累计上涨20.94%至

2574.83点，跑赢大盘。 9

月14日光伏板块再度大

涨，珈伟新能、青岛中程、

晓程科技收盘封住涨停

板，晶澳科技、爱康科技、

隆基股份涨幅超过4%。

分析人士指出， 此轮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预

期“十四五” 新能源规划

目标将上调， 这一预期催

化了光伏板块的市场表

现。受今年第四季度“抢装

潮” 等因素影响，下半年光

伏行业需求将持续改善。

引入战投宁德时代

先导智能拟定增募资不超25亿元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宁德时代投资产业链优质上市企业一

事有了最新进展。 9月14日晚，先导智能发

布定增预案称，公司拟募资不超25亿元，投

资于先导高端智能装备华南总部制造基地

项目等5个项目， 发行价格为36.05元/股，

宁德时代拟认购此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若

按照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测算， 本次发

行完成后，宁德时代将持有公司6934.81万

股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7.29%，成为公

司战略投资者。

宁德时代成为战略投资者

根据公告，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6.05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

均价的80%。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6934.81

万股， 且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宁德时代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股票，锁定期三年。

根据公告，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25亿元，将用于先导高端智能装备华南

总部制造基地项目、自动化设备生产基地能

级提升项目、先导工业互联网协同制造体系

建设项目、锂电智能制造数字化整体解决方

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公司表

示，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均

为欣导投资，实际控制人均为王燕清。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在股东分红回报方面，公司表示，已经

制定了《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 （2019-2021年） 股东回报规

划》。 主要内容包括，原则上公司每年度实

施一次利润分配， 且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 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

公积金以后， 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

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 在

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公司可

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

开展多维度合作

8月11日晚，宁德时代发布公告，拟围

绕主业， 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

上下游优质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投资总额

不超过190.67亿元， 其中境外投资总额不

超过25亿美元。

宁德时代表示， 此次投资范围具体包

括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上市公司的股

票、可转换债券以及其他权益类投资品种；

投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新股申购、 二级市

场证券买入、集合竞价、协议转让、大宗交

易、参与定向增发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公开资料显示，先导智能专业从事高端

自动化成套装备的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为

锂电池、光伏电池/组件、3C、薄膜电容器等

节能环保及新能源产品的生产制造商提供

高端全自动智能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表示，宁德时代是公司下游的重要

客户，具备行业内较强的竞争优势，双方通

过本次战略投资，有助于加强锂电设备直接

采购的产业链协同，并通过技术合作实现产

品的技术升级和生产工艺的迭代创新。 同

时，宁德时代拥有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新能源

汽车行业资源，其全球化布局与公司的全球

化发展方向也高度吻合，未来双方将加强在

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协调，为公司业务拓展提

供战略支撑和面向全球的商务协同。

在合作领域与目标方面， 未来双方将

在宁德时代直接采购公司产品、 共同开发

新技术和新产品、 支持公司参与宁德时代

的产业链合作等领域开展多维度合作，且

双方可以根据具体合作需要进一步扩大合

作领域。 在合作领域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内在价值， 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

平，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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