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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新能源 (DQ US; 45.01 美元; 目标价: 69.12 美元)  
硅料产能提升，成本优势扩大    
 
2 月 28 日，公司公布了 2017 年财报，全年营业收入 3.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02%；盈利 9284.1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13.46%。我们于财报发布后调研了公司，并与公司高管进行了交流。 
 
多晶硅产能释放，大幅拉升业绩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基本符合预期，增量主要源于多晶硅新产能快速释放。2017 年初，公司通过 Phase 3A 扩

产项目将多晶硅产能由 1.2 万吨扩充至 1.8 万吨 (实际可达 2 万吨)。在硅料价格维持高位的背景下，公司产线

一直处于超产状态，全年产量达 2.02 万吨，同比增长 54.6%，外销量达 1.80 万吨，同比增长 64.9%。目前公

司多晶硅订单饱满，截至 2 月已与多个国内一线客户签订锁量不锁价的长期供货合同，年度订单已完成 90%
以上，预计全年多晶硅产销量将达 2.2 万-2.3 万吨。同时，公司全力推进 Phase 3B 共 1.2 万多晶硅扩产计

划，规划于 2019H1 投产并逐步达产，届时名义产能将达 3 万吨，实际产能有望达 3.3 万-3.5 万吨。 
 
电价洼地+闭环工艺，成本优势领跑全球 
公司多晶硅产线位于新疆石河子，当地是全国唯一具备合法售电且独立于网外的电力“发-输-售”一体化区

域，工业用电无需缴交过网费与容量费等费用，电价低至 0.29 元/kWh (含税)。同时，公司不断改进全自动、

全循环的四氯化硅闭环工艺，实现金属硅等原材料充分回收利用，扩大自身成本优势。2017 年，公司平均现

金成本已降至$7.06/kg，生产成本降至$8.82/kg，成为全球最具成本竞争力的多晶硅企业之一，毛利率接近

50%。我们预计未来公司新产线技术工艺实力将持续提升，单位投资额将进一步下降，生产成本有望降至

$7/kg 左右。 
 
超纯硅料供应紧缺，品质优势带来产品溢价 
公司硅料品质国内领先，早在 2016 年便已基本达到国标太阳能一级标准。截至 2017 年底，公司产能中约

35%可满足单晶超纯料品质要求，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预计至 2018 年底这一比例有望达 60%，且 Phase 3B
新产线有望 100%实现单晶料品质要求。在国内下游需求扩大，超纯硅料供应紧缺的背景下，单多晶硅料间保

持着 5%-8%的价差。公司 2017Q4 多晶硅平均出厂价为$19.09/kg，高于行业平均约$17.5/kg 的均价，凭借自

身品质优势，尽享产品溢价。 
 
风险因素 
光伏增长不达预期；硅料价格持续下跌；成本下降不达预期等。 
 
建议关注 
我们认为，短期多晶硅产能瓶颈难以突破，国内供需缺口犹在，2018 年价格将维持高位，公司将持续享受超

额利润，量利齐升；中长期看，硅料价格确有下行压力，但公司成本同步下降，有望在维持高毛利率的情况下

以量补价，长期增长可期。我们预计公司未来产能将加速释放推升业绩，略调整 2018-2020 年净利润预测为

1.21/1.35/1.43 亿美元 (2018/19 年原预测值为 0.98/1.16 亿美元，2020 年为新增预测)，对应每 ADS 收益为

11.52/12.79/13.57 美元，对应 PE 为 4/3/3 倍。对比全球市场，我们认为给予公司 2018 年 6 倍 PE 较合理，

对应目标价 69.12 美元，建议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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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