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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协鑫能源 (3800 HK; 1.43 港元; 目标价: 2.26 港元) 
引入实力战投  提升盈利空间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告称协鑫新能源 (0451.HK) 与太平金融控股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后者拟募集 80
亿港元 (68 亿元人民币)，通过认购新股和可转股债券的形式投资于协鑫新能源。认购新股数目不会超过协鑫
新能源已扩大股本的 30%，认购价格为紧接合作框架协议日期之前 10 个工作日协鑫新能源平均股价折让 10%
的价格，可转股债券的每股转股价格待双方议定。 
 
引入一流战投彰显行业吸引力，子公司电站业务有望放量 
太平金融控股乃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境外综合投资平台。此次踩着举牌线 (港交所 30%达到要约收购线) 入股
协鑫新能源，说明其看好光伏发电业务，借助于中字头企业加盟，协鑫新能源长期以来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将不
复存在，后续电站业务也有望持续放量。 
 
68 亿元投资将撬动 5GW 电站建设，未来两年母公司利润不降反升 
国内光伏电站行业发展瓶颈就是低成本资金，此次战投引入为协鑫新能源打开天花板，我们按照现有光伏电站
建设成本测算，68 亿元资本金 1:4 的杠杆将撬动 340 亿元对应 5-6GW 的电站投资，按照综合 0.8 元/度电及
1100 小时发电，对应收入约 40-50 亿元，贡献利润约 18-24 亿元。2018-19 年权益估算：原 5GW 电站全额发
电将带来约 16 亿元利润，战投前：权益 62%约 10 亿元；战投后：新增投资下考虑 2018 年新建 3GW 电站，
1.5GW 有效发电带来 4.8 亿元新增利润，2019 年再建约 3GW 电站，其中 4.5GW 有效发电带来 14.4 亿元利
润，按投后 43.6%权益在 2018/19 年分别为约 10 亿/13 亿元。 
 
不再并表显著优化财务结构 
我们估算框架协议前 10 日协鑫新能源平均股价约为 0.59 港元/股，按照 9 折 0.53 元/股发行，30%满额认购共
需约 40 亿港元，故另外 40 亿港元将以可转股债券方式注入。引入股权投资之后，公司 (3800.HK) 的股权占
比将下降到 43.6%，不再并表，、消除高负债率等财务问题，业务上更专注硅料、硅片主业。后续 40 亿港元可
转债细节公司尚未披露，转股价格将成为一个关注因素。 
 
光伏政策频出，硅料龙头迎发展契机 
国家近期连续出台有关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降低“三弃”现象、以及后续有望推出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可
再生能源降税降费等诸多政策。光伏作为目前发展势态最好的可再生能源有望迎来一个全新增长阶段，分布式
电站随成本降至中东部农网 0.4 元/Kwh 电价之下将成就光伏能源消费品新时代，拉动整个行业大发展，作为
硅料龙头将收益。 
 
风险因素 
光伏政策变化；海外“双反”等。 
 
建议关注 
公司为全球多晶硅+硅片龙头，光伏行业迎发展新契机，多晶硅硅料业绩有望持续超预期，新能源电站业务引
入战投进入上升通道。考虑此次战投具体细节尚未敲定，我们维持预测 2017-19 年净利润为 27.86 亿/30.65 亿
/31.45 亿元，对应 EPS 为 0.15/0.16/0.17 元。行业平均估值 2018 年 PE 为 16 倍，我们给予公司 2018 年 12
倍估值，对应目标价 1.92 元 (折合 2.26 港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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