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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轻装上阵，浩博新材实现业务转型 

公司从 2014 年起开始业务转型，到 2016 年下半年公司已将晶硅片切割刃

料业务整体出售，以废砂浆在线和离线回收为主要业务，同时通过与高校、

研究院等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大力布局碳化硅的冶炼项目。 

 光伏回暖，废砂浆回收和碳化硅冶炼迎来发展新机遇 

2014 年我国光伏行业开始回暖，碳化硅冶炼行业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同

时随着光伏行业的回暖，太阳能硅片的线切割所产生的废砂浆也大量出现。

大量的废砂浆闲置处理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浪费了本来可以回收利用的

资源。通过对废砂浆中进行回收利用，可大幅减少相关成本。 

 转型为企业春风送暖 

公司业务转型有望带来盈利上的稳定。公司的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近年来

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同时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属于重资产红海行业，长

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剥离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废砂

浆回收业务有着稳定的盈利能力，新加入的碳化硅冶炼等业务未来也将有

着较好的盈利前景。 

碳化硅的冶炼业务是公司新布局的业务。公司成立了一家控股子公司来专

门进行碳化硅的冶炼。公司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所带来的大量的废砂浆大

大减少了碳化硅冶炼业务的原料采集成本，同时公司又从降低了原材料石

油焦的耗用量和用电量入手，进而实现了比传统产品更高的毛利润。2016

年5月公司碳化硅冶炼项目的产销量达到2,000吨以上，月销售额超过1000

万元，利润总额达到约 200 万元。 

公司积极开展技术方面的合作。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扬州应用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中心合作，取得了先进的碳化硅冶炼技术；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又

与东北大学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在专利独占许可使用和新能源材料

研究方面达成合作。通过与东北大学的合作，公司将进一步开拓完整硅产

业链，获得相关技术优势，为公司全面战略转型赢得先机。 

除了碳化硅冶炼业务，公司还将硅铬合金业务作为公司的新业务，并已经

完全掌握了超微碳铬铁的生产工艺，自主拥有该产品的核心生产技术，在

行业内技术优势明显。 

 风险提示：行业风险、客户集中度风险、新业务开拓风险 

（1）公司受光伏行业影响较大。2015 年光伏行业虽有回暖，但整个行业

依然存在现金流紧张的情况，公司可能会受行业大环境影响，在经营方面

有所波动。 

（2）客户集中度风险。2015 年公司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

76.22%，客户集中度偏高，可能产生经营和财务上的风险。 

（3）新业务开拓风险。碳化硅冶炼是公司新开发项目，虽短期盈利能力

良好，但能否在行业激烈的竞争中保持长期的高盈利仍属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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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落地，专注打造废砂浆回收利用细分领域龙头 

（一）公司简介 

浩博新材是一家定位为工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的环保型企业，目前主营业务是太阳

能线切割废砂浆回收利用业务(在线回收和离线回收)。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太阳能晶硅

片的切割，主要客户为各大太阳能光伏晶硅片生产厂商，如保利协鑫关联企业、镇江荣

德关联企业、晶科能源、海润光伏、浙江优创等。以废砂浆回收业务为基础，公司正在

积极向利用回收废砂浆而产生的废硅料生产合金、废硅料从事碳化硅冶炼等领域延伸，

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细分领域龙头初具雏形。 

（二）转型减负，专注发展毛利率更高的废砂浆回收业务产业链 

浩博新材前身为江阴浩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23 日。近年来，围绕

毛利率更高的废砂浆回收业务，公司经营转型升级明显提速。 

图 1：公司业务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转型减负落地，剥离低毛利率的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2016 年 6 月以前，浩博新材

产品类型主要包括晶硅片切割刃料、废砂浆回收利用（在线和离线）。其中晶硅片切割刃

料业务因受外部环境和资金因素的影响，产销量逐年下降，盈利能力持续下滑。2014 年、

2015 年晶硅片切割刃料毛利分别为-142.65 万、-1889.65 万，成为公司业绩重要负担。因

此， 2016 年 6 月 12 日公司与无锡市浩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

协议约定将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整体转让给后者。 

依靠核心技术优势，专注发展废砂浆回收业务产业链。2011 年，公司开始布局废砂

浆回收业务，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壮大，公司已牢牢掌握在线回收和离线回收的核心技术

2016：剥离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以废砂浆回收为主，同时开

展碳化硅冶炼等业务 

2014-2015：开始废砂浆在线回收业务 

2010-2013：开始从事废砂浆离线回收利用业务 

2007-2009:：以晶硅片切割刃料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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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废砂浆回收应用领域已形成了良好的市场格局。在剥离晶

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后，公司把毛利率更高的太阳能线切割废砂浆回收（在线+离线）确定

为新的主营业务。其中，母公司和两家子公司从事废砂浆在线回收业务，扬州分公司从

事废砂浆离线回收业务。 

以废砂浆回收业务为基础，在工业废弃物的应用领域的业务延伸。公司以“利用回收

废砂浆而产生的废硅料生产合金项目”和“利用回收废砂浆而产生的废硅料从事碳化硅冶

炼新工艺项目” 两个项目为重点研究项目进行研究和建设投产，并通过与高校、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在技术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公司的碳化硅冶炼项

目已经处于量化生产状态。 

图 2：2012-2015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情况（万元） 

 

图 3：2012-2015公司各项业务收入占总营收比例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三）股本结构及变动情况 

公司总市值达到 2.8 亿元，总股本 7559.2 万。前十名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78.98%，陈

金忠、朱海东、潘岳明、王建军、张希人和任小平为一致行动人，也是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陈金忠、朱海东、潘岳明、王建军、张希人分别持有公司 8.96%的股份，

任小平持有公司 4.49%的股份。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和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分别持有 9.11%的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和重要投资人；皖江（芜湖）物流

产业投资基金和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分别持股 6.83%和 4.64%，也是公司的重

要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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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浩博新材公司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 

 

二、光伏回暖，废砂浆回收利用迎来发展新机遇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太阳能晶硅片的切割。目前，业内普遍采用绿色碳化硅微粉作

为太阳能硅片切割刃料。在太阳能硅片切割而产生的废砂浆为硅微粉、碳化硅、铁屑以

及切削液等的混合物，进行处理提炼出碳化硅经过冶炼后可再次制成晶硅片切割刃料。

因此，光伏行业回暖带动碳化硅粉需求增加、价格提升，废砂浆回收利用带来发展机遇。 

（一）碳化硅性能及生产简介 

1、碳化硅应用广泛，自身优势明显 

碳化硅是用石英砂、石油焦、木屑等原料通过电阻炉高温冶炼而成的一种矿物质，

属于应用最广泛、最经济的一种耐火原料，又称金钢砂或耐火砂。碳化硅由于其自身耐

高温的耐高温优势，在有色金属冶炼、钢铁行业、冶金选矿行业等行业都有着广泛的应

用。 

碳化硅主要分为黑碳化硅和绿碳化硅两种，黑碳化硅多用于玻璃、陶瓷的制作，而

绿碳化硅则多用于加工硬质合金、钛合金的制作。目前，业内普遍采用绿色碳化硅微粉

作为太阳能硅片切割刃料。 

 

陈金忠等六人：

49.29% 

四家主要机构投

资者：29.69% 

其他投资者：

21.02% 

江苏浩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华诺太阳能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 

扬州华旭太阳能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华利达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http://baike.baidu.com/view/3148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669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783/49663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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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碳化硅的应用 

碳化硅的应用领域 应用优势 

有色金属冶炼工业 
利用碳化硅耐高温,强度大,导热性能良好,抗冲击等特点,作高温

间接加热材料 

钢铁行业 
利用碳化硅耐腐蚀，抗热冲击耐磨损和导热好的特点,用于大型高

炉内衬 

冶金选矿行业 
碳化硅硬度仅次于金刚石,且耐磨,是耐磨管道和矿斗内衬的理想

材料 

建材陶瓷,砂轮工业 
 碳化硅导热能力强，耐热强度大的特性,可用于制造薄板窑具 

节能方面 碳化硅良好的导热和热稳定性,作用作热交换器 

来源：中国粉体技术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中国是碳化硅生产大国 

我国是碳化硅的第一生产大国，2015 年我国碳化硅的产量达到 102 万吨。我国的碳

化硅冶炼厂多分布于电价较低的甘肃、宁夏、青海、四川等地区，这些省市的总产量约

占全国总量的 85%。 

（二）光伏行业企稳回暖带动碳化硅行业需求扩张 

在经历 2011-2013 年的发展低潮期后，2014 年我国光伏产业开始回暖。2015 年，全

球光伏市场强劲增长，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50GW，同比增长 16.3%，我国累计光伏容量超

过 230GW，新增装机量约 15GW，同比增长逾 40%，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量约 43GW，

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最大的国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变和国家的“领跑者计

划”等政策的出台，国内光伏行业开始企稳回暖，行业上游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 

2015 年随着光伏行业的持续回暖，绿碳化硅的产量和产能利用率也逐步回升。由于

受光伏行业低迷影响大量生产碳化硅的冶炼企业亏损而处于关停状态，以至于随着行情的改

变，整个碳化硅冶炼行业一度在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三）废砂浆回收：大幅度节省太阳能晶硅片生产企业的成本 

太阳能线切割废砂浆作为工业垃圾处理，既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也浪费了其中的有

效资源。对废砂浆进行回收利用，制成新的切割刃料和切削液产品，有利于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而且，废砂浆回收能够大幅度减少太阳能硅片切割的成本。通过对废砂浆中

的切割液和碳化硅微粉的回收和利用，太阳能晶硅片生产企业将大幅减少相关成本。 

 

 



 
浩博新材（830814）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证券研究报告           7 

图 5：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兆瓦） 

 

资料来源：前瞻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三、转型升级，技术优势开启公司发展新征程 

公司于 2016 年正式剥离了晶硅片切割刃料的生产和销售业务，以废砂浆的回收为主

要业务，同时添加了碳化硅冶炼、硅铬合金和工业硅作为公司新的业务。 

（一）转型升级五大看点 

1、完整硅产业链正在形成 

通过与东北大学的合作，公司在废砂浆回收和碳化硅冶炼业务上进一步取得了技术

优势，完整硅产业链正在形成，为公司全面转型进一步打下了基础（具体合作详见下文）。 

完整硅产业链包含工业硅、化学硅、高纯硅和多晶硅的生产，目前各种硅产品的需

求量都在不断上升，硅产业的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工业硅（冶金级硅）主要用于制备铝硅合金（包括铸造铝合金和变形铝合金等）、铝

镁合金等有色金属，广泛用于汽车、船舶、航空和电气工业等领域（这些领域占工业硅

用量的 50%），同时还可用于生产炼钢用脱氧剂、硅钢片、硅钢软磁材料、氮化硅等材料。

世界上工业硅的需求量从 2004 年的 111 万吨上升到 2010 年的 136.7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达到 5%左右 

化学级硅主要用于生产硅油、有机硅单体、硅橡胶、硅树脂、硅烷、白炭黑、建筑

物防腐剂、包装薄膜涂层等有机硅产品。有机硅产品具有电气绝缘、耐辐射、阻燃、耐

腐蚀、耐高温、形态多样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塑料橡胶、电子电气、建筑建材、轻工

纺织、机械医疗、交通运输等领域，被誉为“工业味精”。有机硅产品发展较快，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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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的需求量从 2004 年的 160 万吨上升到 2010 年的 280 万吨，年增长率约为 4%。 

高纯硅主要应用于制备高纯合金，以及高纯金属的还原剂和功能材料等，同时还可

以作为制备太阳能级多晶硅的原料。多晶硅主要用于制备太阳能电池。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家，生产量占世界生产量的 60-70%。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多晶

硅的需求在逐年增长。我国多晶硅的消费量从 2009 年开始便以 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快

速增长，2015年我国共消费太阳能级多晶硅 14 万吨，其中 8 万吨是从国外进口。随着国

内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多晶硅的需求量将继续增长。 

表 2：硅产业链上各种硅产品纯度及主要用途 

产品 纯度 主要用途 

工业硅 
97.0%-99.0% 

 

制铝硅合金和硅镁合金等来制备变形合金和铸造合金；炼钢

的脱氧剂；生产硅钢片和硅钢软磁材料；生产某些金属的还

原剂、制造陶瓷合金、氮化硅 

化学硅 99.0-99.9% 
生产有机硅单体作为整个有机硅工业的基础；生产有机硅中

间体；生产硅橡胶；生产硅油、硅树脂和硅烷偶联剂等 

高纯硅 ＞99.0% 
制备高纯金属的还原剂；制备太阳能多晶硅的原料；生产白

碳黑和消光粉等； 

多晶硅 6N 生产太阳能电池 

资料来源：中国铁合金网，长江有色金属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转型让公司脱离重资产红海行业，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公司业务转型有望带来盈利上的稳定。转型前，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占公司业务总

规模的比重大，但利润低，2013 年以来公司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的营业利润一直为负，

成为了公司利润上的包袱。且晶硅片切割为重资产行业，长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对公

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都产生不利影响。剥离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后。不仅如此，晶硅

片切割刃料业务受下游光伏市场影响较废砂浆回收利用更大，因此剥离该业务有助于企

业盈利走向稳定。 

业务转型有望显著提升毛利率。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已处于竞争红海，毛利率远低

于废砂浆回收利用及开发利用业务。2014、2015 年公司全部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17.7%

和 17.8%，而剔除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后的毛利率则分别达到 31.3%和 37.6%。由此预计，

2016 年下半年公司毛利率有望提升 15 个百分点以上。 

3、开拓延伸废砂浆回收利用方式，在线系统快速发展 

2014 年，公司进一步开拓延伸废砂浆回收利用方式，成立了两家子公司专业从事废

砂浆在线回收系统的生产、销售业务。在线回收系统业务是在对废砂浆离线回收传统工

艺进行升级的基础上，自行开发生产基于废砂浆在线回收工艺的生产线系统，销售给客

户使用，该业务的收入来源即为在线回收系统的销售（加工）收入。 

废砂浆在线回收系统发展较快。2014、2015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93.8万、5601.5万

元，2016 年上半年为 2277.3 万元，占回收利用收入的 3.1%，26.6%和 26.5%。在线系统

的毛利率甚至高于离线系统，2015 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分别为 31.1%和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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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业务转型有望大幅提升公司毛利率（%） 

 

图 7：废砂浆回收利用毛利率分项（%）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4、碳化硅冶炼：开始量产，有望成为公司未来稳定的收入增长点 

公司将废砂浆回收确定为主要业务后，进一步布局了碳化硅的冶炼。在技术上，公

司与中科院扬州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的合作，以及公司自身的碳化硅冶炼技术优

势为公司布局碳化硅奠定了技术基础。在生产上，公司成立了一家控股子公司，以委托

加工模式委托甘肃省永靖县一家碳化硅冶炼企业以废硅料为主要原料生产冶炼碳化硅。

目前碳化硅冶炼的收入来源于碳化硅块料的销售收入。 

碳化硅冶炼项目成本优势明显。通过回收废砂浆，公司回收了大量的废硅料，这就

为公司进行碳化硅冶炼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使公司拥有原材料供应充足、原材料采集

成本低的优势；同时公司从降低原材料石油焦的耗用量和用电量入手，大幅度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生产工艺，进一步降低了风险，使最终产品的毛利明显优于传统产品。 

碳化硅冶炼项目盈利能力良好，可能成为公司未来稳定的收入增长点。公司通过设

立控股子公司的方式开展碳化硅冶炼的研究与生产。根据公司今年 6 月份披露公告，公

司目前已有两条生产线均已正式投入生产，2016年 5月产销量达到 2,000吨以上，月销售

额超过 1000 万元，利润总额达到约 200 万元。在流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预计可实现月

销售 1500 万元左右，年销售 16,000 万元以上，毛利率将达 35%以上。 

目前在碳化硅的生产方面，公司已经度过前期的试生产和规模化生产阶段，达到量

化生产状态，30%以上的废硅料已经作为冶炼碳化硅的原材料进行生产。碳化硅作为公

司的一个新的业务，其在投资建设方面还将占用公司一定的资金，但从长远来看公司在

碳化硅项目上具备技术优势，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5、公司已掌握超微碳铬铁核心技术 

除了碳化硅的冶炼项目，公司还布局了硅铬合金作为公司的新业务。硅铬合金是由

硅、铬、铁为主要成分的铁合金，主要用作电硅热法生产中低、微、超微碳铬铁的中间

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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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成为铬铁行业的生产中心，行业前景广阔。铬铁矿用于生产铬铁合金，而铬

铁合金则用于生产不锈钢，不锈钢行业的发展决定了铬铁合金行业的发展。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铬矿需求国。随着国际铬铁产能重心有向中国逐

渐转移，我国将成为铬铁行业的生产中心，未来铬铁产品价格定价权也将转移到我国铬

铁生产企业的手中。 

低、微、超微碳铬铁将成为不锈钢行业主要产品之一。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不断调

整，不锈钢行业已进入结构调整型阶段，相关厂商需要通过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开

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来适应市场需要。低、微、超微碳铬铁就属于这种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目前，国内铬铁行业的发展阶段尚处于成长期，国家在政策

层面上的“主张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的升级” 主张会促进行业从分散走向集中，将给

一些实力较强、战略眼光较深远的企业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 

公司已拥有超微碳铬铁核心生产技术。公司目前在硅铬合金的技术研发上，通过三

道工艺步骤，将原料加工成超微碳铬铁。根据公司公告，公司已完全掌握了超微碳铬铁

的生产工艺，并自主拥有该产品的核心生产技术。在国内，铬铁磷含量在 0.017%以下、

碳含量在 0.03%以下的产品叫超微碳铬铁，公司研发技术已可将铬铁中磷含量控制在

0.012%以下。 

2015 年 12 月，公司已与江苏国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销售硅铬合金 20 吨，含税单价为 7,600 元/吨，合同总价为 152,000 元，初步确定了该新

项目产品投入市场试用。 

 

（二）技术实力为公司转型奠定基础 

在废砂浆回收和碳化硅冶炼等领域，浩博新材不断加强技术进步与创新，以技术上

的优势为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浩博新材于 2008 年 1 月成立了技术中心，对主营业务所

涉及的技术进行不断创新。 

1. 技术合作助公司布局业务转型 

在技术方面，公司近年来不断寻求与专业机构的合作。 

（1）2015年 12 月 14 日，浩博新材与中国科学院扬州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签

订《关于含硅废料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协议》，在晶硅片切割废砂浆进一步分离提取、含硅

废料进行资源回收、循环再利用等方面大力布局。 

中国科学院扬州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通过长期研发和综合集成创新，掌握了

多晶硅废砂浆中主要物质硅及碳化硅的多种综合利用技术及产业化应用方案，特别是应

用于冶金、高端建材、高端材料工业的成套技术。因此，通过协议的签订，公司首先可

以布局废砂浆的进一步处理，使废砂浆的整个处理过程满足下游用户的要求；除此之外

中科院扬州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将为浩博新材制定废硅料的工艺流程和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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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博新材可以此来增强含硅废料的性能，并有可能对含硅的衍生产品进行开发。 

（2）2016 年 11 月 25 日，浩博新材与东北大学强强联合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就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新能源材料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一致。双方共同出资拟在内蒙

古商都县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晶硅片金刚线切割废料综合利用”项目。同时，为

了新设公司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双方决定共同成立新能源材料研究

院，东北大学邢鹏飞为新设的新能源材料研究院进行试验研究。 

公司与东北大学在技术上的合作为公司全面转型赢得了先机。东北大学邢鹏飞等同

意将“晶体硅金刚石切割废料浆回收再利用”的方法、由“单晶硅和多晶硅切割废料中

回收硅和碳化硅”的方法和“一种从单/多晶硅切割废料浆中回收太阳能级多晶硅”方法

三项专利授权新设公司独占许可使用。除此之外，双方还承诺在研究合作期间每年以东

北大学邢鹏飞和新设公司共享名义至少申报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或者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并积极协助新设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与东北大学的合作，公司在将在金钢线切

割形成的废硅料综合利用领域进一步取得了技术优势，为公司全面转型进一步打下了基

础。 

2、技术优势助公司业务转型 

在废砂浆回收领域，公司已经在废砂浆回收，特别是在废砂浆离线回收领域掌握了

一定的技术优势。借助技术上的优势公司可以成功将废砂浆回收业务确立为公司的主要

业务，加快公司转型升级。 

表 3：浩博新材在离线废砂浆处理上的技术优势 

优势 具体表现 

在线比重，流量控制 
应用在线比重计和流量计对物料进行实时监控，节省了人工配水的程序，保证物料

的分离精度，提高产能的同时减少浪费、降低成本 

自动洗酸 
自动化碳化硅微粉洗酸，节约水资源约十倍左右，体现了公司的绿色理念，也实现

了规模化生产 

旋流分级 
用旋流器对碳化硅微粉进行分级提纯，让碳化硅微粉的粒度分布更集中，增强了碳

化硅微粉切割能力，减少水用量、酸碱使用量 

快速干燥 闪蒸替代了传统干燥工艺的烘箱干燥，产能大，耗电量低、粉尘少，用工量少 

自动灌装、自动包装 用自动灌装和自动包装，称重精确度高，让工人在更好的工作环境里更高效地工作 

原有设备改造 

对沉降离心机加装上料保护控制，由原来一人操作一台改为可操作四台，提高工作

效率的同时减少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另外，通过对离子交换再生工艺流程的改

进，废水的 COD从 25000mg/L降为 12000mg/L，减少了污水的处理成本 

来源：浩博新材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在线回收方面，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公司江阴华诺太阳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来进

行废砂浆在线回收设备的销售、租赁、安装、维修及在线回收技术咨询服务。江阴华诺

太阳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致力于太阳能光伏行业的环保设备生产，有着广泛市场

基础，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技术经验。公司的设备通过高速离心机将砂浆中的有效和无效

成分进行分离，同时匹配特殊工艺，使回收碳化硅具有粒径分布集中、D50 值合适、整

体圆度值符合生产需要等特点，另外，通过液体分离设备让回收液中的小颗粒都被剔除，

最终保证生产的绿色环保，同时也保证砂浆回收的相关指标和切割能力，并再次重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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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图 8：公司在废砂浆在线回收领域的技术优势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民生证券研究院 

 

四、风险提示 

行业风险 

公司受光伏行业影响较大。2015 年光伏行业虽有回暖，但整个行业依然存在现金流

紧张的情况，公司可能会受行业大环境影响，在经营方面有所波动。 

客户集中度风险 

2015 年公司前五名客户包括保利协鑫关联企业、镇江荣德关联企业、锦州阳光关联

企业、晶科能源、海润光伏等公司，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 76.22%，客户集中度偏

高，可能产生经营和财务上的风险。 

新业务开拓风险 

碳化硅冶炼是公司新开发项目，虽短期盈利能力良好，但能否在行业激烈的竞争中

保持长期的高盈利仍属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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