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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光伏行业最受关注

的公司莫过于隆基股份。

2 0 2 0 年 1 2 月 2 0 日 ， 隆 基 股 份

（601012.SH）发布公告称，高瓴资本

以每股70元人民币、出资158.41亿元人

民币受让公司二股东李春安约2.263亿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6％，受让完成后，李春安持股比例降

至3.4％，高瓴资本持股6％，成为仅次

于隆基股份总裁李振国的第二大股东。

作为亚洲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

高瓴资本以其创始人张磊的“重仓中

国”和“长期主义”而闻名。这并不是

高瓴资本第一次投资新能源发电行业，

此前高瓴资本在2020年9月出资5.8亿港

元认购光伏玻璃龙头企业信义光能增发

配股中的2.3亿股，在12月9日出资近5

亿元人民币参与硅料和电池片双龙头通

威股份的定增，但只有投资隆基股份算

得上“重仓”，一举投资158亿元人民

币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尽管在高瓴资本投资之前，隆基

股份已是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片龙头公司

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光伏组件公司，但是

在高瓴资本的“重仓”加持之后，隆基

股份又多了“高瓴资本”的光环，其世

界级行业龙头地位再次得到了强化“背

书”，受到类似于爆炸级的更多关注。

截至2021年1月15日下午收盘，隆

基股份股价已达102.35元/股，股价在

高瓴资本入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

46%，市值高达3860亿元，成为全球

不少机构预测，隆基股份有望成为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宁德时代，

在未来五年内成为过万亿元市值的公司。

新能源发电行业市值最高的明星公司，

超过传统能源巨头中国神华（601088.

SH）的市值。

二股东为何清仓式套现？
从以往经验来看，高瓴资本在二

级市场投资的公司往往具有某种特殊光

环，高瓴注资后，这家公司的股价会应

声大涨，但是这次其投资隆基股份的方

式，并非过去惯用的参与增发，而是接

了公司原来第二大股东的老股。

通常来说公司的二股东近乎“清

仓式”套现，股价会随之大跌，甚至断

崖式下跌。但这次却是例外，2020年

12月21日，隆基股份股价不但没有大

跌，却应声涨停。这次高瓴资本的光环

光伏龙头的“含金量”
隆基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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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似乎再次得到验证。

不过，追根溯源，隆基股份的股

价没有大跌，根本原因在于二股东李

春安的大笔减持并非基于不看好隆基

股份的发展而在高位套现，而是基于

规避其担任董事长的大连连城数控机

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称数

控”）与隆基股份之间关联交易问题

而被迫离场。

资料显示，连城数控成立于2007

年，是国内技术领先的晶体硅生产及加

工设备供应商，主营业务为光伏及半导

体行业晶体硅生产和加工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与

原二股东李春安同为连城数控实际控制

人，两人在董事会表决中保持一致。

2016年，连城数控在新三板挂

牌。2020年7月，连城数控入选首批精

选层，并在5个月内涨幅超160%，大

幅领跑同板块公司。

2020年11月27日，上交所、深交

所的两份《转板上市办法》对新三板挂

牌公司向科创板、创业板转板的上市条

件、股份限售要求、上市审核、上市保

净利润保持了近4年（2018年

例外）来几乎年均100%的惊

人增速,这正是隆基股份2020

年股价上涨近3倍和高瓴资本

重仓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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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等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转板

上市工作即将步入实操阶段。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连城数控基本满足科创板与

创业板财务标准，有望成为第一批从新

三板转板上市的公司。

不过，作为隆基股份上游的设备

供应商，连城数控对隆基股份的订单有

很强的依赖。2020年6月，连城数控在

入选精选层之前，曾经收到精选层挂

牌申请问询函，称其来自关联方隆基

股份收入占比分别为69.12%、83.4%和

67.84%，关联交易依赖比较严重，要

求说明与隆基股份及下属公司的合作是

否具备持续性、稳定性。

根据《公司法》第216条规定，所

谓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

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

关系。

2017～2019年，连城数控分别

实现营收8.77亿元、10.53亿元、9.72亿

元，同比增长133%、20%、-7.7%；归

母净利润分别为1.85亿元、1.65亿元、

1.61亿元，同比增长235%、-10.9%

和-2.13%。

可以看出，自2018年起，连城数

控的营收、利润开始大幅下滑，而同

期连城数控与隆基股份的关联交易也

在逐步下降，这说明钟宝申和李春安

已经意识到关联交易对连城数控未来

转板上市的不利影响，从而有意降低

连城数控对隆基股份的订单依赖，从

法律上降低二者的关联关系。

此前，钟宝申在隆基股份的持股

比例已经低于5%。通过转让6%股份给

高瓴资本之后，李春安不仅将持股比例

降至5%以下，还退出了前五大股东的

行列，这样一来连城数控与隆基股份之

间的法律关联关系会大大降低，从而为

连城数控未来的转板上市扫清了障碍。

高瓴重仓的理由
高瓴资本在二级市场上的布局，

以只买头部公司的风格而引人瞩目。

无论是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

的蔚来汽车、恩捷股份、宁德时代，还

是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布局的信义光能、

通威股份和隆基股份，都是所在行业的

绝对龙头。而在广义的新能源布局中，

隆基股份这笔投资金额最大、仓位最

重，足见高瓴资本对隆基股份绝对看好

的态度。

追溯隆基股份的历史，其前身为

2000年成立的西安新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其携半导体技术在硅片原料供

给中觅得先机，在2005年形成了年产

30吨器件级单晶硅的能力。虽然2006

年多晶技术线路还是市场主流，但以

李振国、钟宝申和李文学为首的隆基

核心团队坚定地认为，只要单晶硅片

的光电效率明显高于多晶，其成本能

大幅降低，未来一定是单晶的天下，

因此确立了单晶战略方向，并矢志不

渝地坚持聚焦单晶硅片业务。2012年

隆基股份上市，从2014年开始，隆基

开始布局组件及电站业务，打开和拓

展了单晶硅片的市场空间，完成单晶

全产业链的构建。

在隆基股份的光伏全产业链收入

中，硅片及组件业务是该公司目前的主

要收入来源。2019年该公司总营收为

329亿元，其中硅片及组件收入分别为

129亿元、146亿元，占该公司总收入

比例分别为39.3%及44.3%。

在2015年之后，随着大热场自动

装料装置、连续投料、金刚线切割等一

系列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单晶硅片相

比多晶产品具有了更好的性价比，隆基

股份成功引领了单晶替代多晶的革命。

事实证明，光伏产品单晶化已经成为确

定无疑的趋势，2019年单晶硅片出货

量已超过多晶硅片，并将持续增长。

根据统计，2019年单晶硅片市场

（不含铸锭单晶）占比约65%，超过了

多晶市场的32.5%。据国际光伏技术路

线图，单晶硅片的市场份额2020年接

近75%，并将继续增长；而多晶的市

场份额将从2020年的20%左右萎缩到

2030年的5%。

2019年隆基股份的单晶硅片产能

达到42吉瓦，约占全球硅片总产能的

22.7%，首次跻身硅片产能第一的位

置。从出货量来看，隆基股份和中环股

份2019年的出货量分别为65亿片、51

亿片，折合36吉瓦、28吉瓦，市场份

额分别为40%、31%。根据预测，隆基

股份的单晶硅片将持续保持龙头优势，

市占率将持续提升至约50%。一份有关

隆基股份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年底，隆基股份光伏硅片产能保守预

计达85吉瓦。



2021 / 03  总第147期 / 91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03

主要光伏企业近年来的研发投入（亿元）

隆基股份

晶澳科技

通威股份

中环股份

在除硅片外，隆基股份的组件业

务也发展迅速，且已经成为公司的第

一大收入来源。公司组件出货量快速提

升。在2014年年底，隆基股份收购了

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将产业链

从硅片拓展到了组件业务，出货量从

2015年的不到1吉瓦提升到了2019年的

9吉瓦，居全球第四位。

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PV InfoLink

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隆基

组件出货量超过7吉瓦，首次仅次于

晶科位居第二，而全年出货量有望达

到20吉瓦，成为行业第二或者第一。

根据隆基股份的产能建设进度，2020

年年末该公司组件产能可达35吉瓦以

上，成为业内第一。

2020年前三季度，光伏行业需求

受疫情影响有限，该公司营业收入及归

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49%及82%，

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其净利润保持了近

4年（2018年例外）来几乎年均100%

的惊人增速。 这正是隆基股份2020年

股价上涨近3倍和高瓴资本重仓的原因

所在。

目前，维持着行业最高毛利率和

净利率的隆基股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单

晶硅片制造商。2021年1月22日，第三

方市场调研机构PV Infolink发布2020

年全球组件出货排名，隆基股份第一次

登上榜首。

截至2021年2月5日收盘，隆基股

份市值为4323亿元。不少机构预测，隆

基股份有望成为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宁德

时代，在未来五年内成为过万亿元市值

的公司（宁德时代的市值曾突破9000亿

元，距万亿元大关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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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