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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含），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研发及制造项目”和

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元） 

1 
Mini/Micro、高光效LED芯片研发及制造

项目 
141,375.48 11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合计 176,375.48 150,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在不改变拟

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优先顺序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研发及制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研发及制造项目将以江西乾照光电有限公司

为实施主体，主要生产 Mini BLU、Mini LED GB、Micro LED 芯片、高光效 LED

芯片，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建设、购置生产 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

片所需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将合计新增年产 636.00 万片的 Mini LED BLU、Mini 

LED GB、Micro LED 芯片、高光效 LED 芯片生产能力。 

本项目旨在通过抓住 Mini/Micro LED 产业化机遇，顺应 LED 照明行业发展

趋势，扩大 Mini/Micro、高光效等 LED 芯片生产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水平，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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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把握下游发展趋势，抢抓行业发展机遇 

LED 芯片的终端应用领域发展及更新换代速度较快，随着高端 LED 产业链

逐渐成熟，LED 在高端应用领域的市场快速发展。据 LEDinside 预测，2023 年

全球Mini LED产值将达到10亿美元，2025年Micro LED市场产值将会达到28.91

亿美元。 

面对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增长，为抓住市场机遇，满足客户高端 LED 芯片

产品研发及产能需求，公司有必要扩大高光效 LED 芯片产能，并通过加强研发

投入，布局 Mini/Micro LED 芯片，加速 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的研发及

产业化进程，提升市场响应能力，把握高端 LED 行业发展机遇。 

（2）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 

我国 LED 产业发展多年，已从单一生产通用照明等常规 LED 产品转向诸如

特殊照明、Mini 背光、超高清显示等高端应用领域的开发和应用。尤其是近年

来随着国内 LED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技术水平不断提升，Mini/Micro LED、高

光效 LED 的产品制备和应用技术快速发展并被应用于各个产业领域。面对 LED

产业结构升级和传统市场竞争加剧，公司有必要通过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提升高

端 LED 芯片产品规模，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在缓解激烈市场竞争带来的冲击的

同时，保持公司在 LED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通过在南昌建设“Mini/Micro、高光效芯片研发及制造

项目”，抓住行业发展机遇，提高公司在高端、新兴应用领域产品的市场布局。

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等高端产品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有利于公司适应

不同应用领域的市场需求，发挥多类别产品的协同效应，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南昌基地产能水平，随着

新增产能的逐步释放，有助于公司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综合成本，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 

（3）巩固和提升行业地位，助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Mini/Micro LED 是 LED 市场未来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公司在 LED 芯片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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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的技术方向之一。多年来，公司在稳固 LED 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

通过投资、孵化、内部研发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展 Mini/Micro LED 产业布局，

以促进产业升级。 

本募投项目是公司未来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结合自身发展策略

和行业、产品发展趋势，实现未来战略目标转型升级的重要步骤，也是加强公司

在高端 LED 芯片领域技术优势、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提升公司持续

发展动力的必然途径。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产能消化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基于 LED 的半导体照明技术与应用目前已取得了较大成就。

随着 LED 在新兴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LED 芯片市场将逐步提升，其中高光效

LED、Mini/Micro LED 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将成为新兴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Mini/Micro LED 具有“薄膜化，微小化，阵列化”的优势，新一代技术为

LED 背光领域、LED 显示屏领域等增添了新的发展动力。LEDinside 研究指出，

Mini LED 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涵盖电视、手机、车用面板、显示屏等，Mini LED

市场将在未来几年得到快速发展，2023 年全球 Mini LED 产值将达到 10 亿美元，

2025 年 Micro LED 市场产值将会达到 28.91 亿美元。 

 

资料来源：LEDinside 

此外，高光效、高转换率、低热能、更节能、更长使用寿命的高光效芯片可

以实现更灵活的 LED 照明方案，为相关 LED 产品的创新设计赋能，带来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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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场景和更新颖的解决方案。同时，以高光效为背景的植物照明、智慧照明

等产品的兴起也将为 LED 传统市场开辟全新的方向。Mini/Micro、高光效 LED

产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市场可行性。 

（2）稳定的客户基础，为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保障 

LED 芯片行业位于 LED 产业链的上游，行业集中度较高，少数第一梯队 LED

芯片厂商贡献了行业绝大部分产能；下游客户对芯片的质量要求较高，且使用不

同供应商的产品替代成本较高，因此上下游企业通常以较为长期、稳定的形式展

开合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整体产能已进入全国第一梯队行列，同时也是国内红

黄光芯片最大供应商之一。凭借产品良好的均匀性、稳定性及可靠性的优势，结

合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公司已在市场树立了高品质 LED 芯片制造商的良好品

牌形象，积累了大批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包括国内前十大封装厂商均为公司

深度合作的客户。 

在新兴应用领域，公司通过与大型面板厂、终端厂商等下游客户在 LED 芯

片产品设计、应用技术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根据客户的技术路线、技术参

数情况同步开发配套 LED 芯片产品，在技术开发和产品供应阶段就与下游客户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此外，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营销体系，以厦门、南昌、扬州为枢纽，依托深

圳、中山等多个办事处为支点，建立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并通过电话指导、技

术人员现场解决等多种方式搭建成熟的客户服务体系，积极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良好的合作模式、广泛的客户基础和完善的销售网络，为本次项目建设的产

能消化提供了可靠保障。 

（3）深厚的技术储备，为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作为 LED 芯片制造商，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工作，密切关注行业技术前

沿和发展趋势，建立了快速响应下游客户和终端应用领域需求的研发体系。经过

多年发展，公司已形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掌握了多项高光效 LED、Mini/Micro 

LED 芯片生长和制备的核心技术，其中高光效 LED 芯片产品拥有较强的产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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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逐步切入国内外大厂的供应链；Mini LED 芯片进入市场验证阶段；Micro 

LED 芯片与下游客户及终端厂商展开合作研发和产业化布局。成熟的技术与生

产工艺储备为项目扩产和新产品开发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储备。

公司建有技术创新研发平台——技术中心，并于 2010 年获批成为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于 2018 年获批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中心下辖战略研究部和知

识产权战略部，并设立产品研发部、产品工艺部、制造技术部、品质管理部和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等部门，以研发项目组的形式开展研究开发工作。公司拥有一支

高学历高素质的技术研发团队，核心成员拥有多年行业相关经验，技术研究和产

品开发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已形成高效的技术主导型管理模式，并建立

了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将技术成果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

的优质产品。较为成熟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和顺

利实施提供了技术和人才保障。 

4、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 3 年，预计第 2 年开始生产，第 5 年达产。 

截至本报告公告之日，本项目尚未开始建设。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 141,375.4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5,743.06 万元、

设备投资 102,602.16 万元，预备费 5,917.2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7,113.00 万元。 

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15,000.00 万元，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6、项目实施效益估算 

本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5.47%（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46 年（税后）（含建

设期），具备较好的经济效益。 

7、项目的立项、土地、环保等有关报批事项 

截至本报告公告之日，本项目正在履行发改委立项备案程序和环评手续。 

本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工业园区，不涉及新增用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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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35,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以补充公司正常经营所

需的流动资金，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增强抗风险能力。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合并口径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0 年 9 月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资产负债率 61.95% 62.29% 54.75% 48.72% 

流动比率 1.64 1.56 1.38 2.52 

速动比率 1.32 1.31 1.15 2.31 

LED 芯片行业资金占用较大，近年来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大幅下

跌，公司受到市场环境综合影响，日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也随之增加。

“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研发及制造项目”实施后，与之相对应的研发

投入、应收账款、存货以及相关的市场开拓、人力支出等营运资金需求将持续增

加，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亦迫切需要增加配套营运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压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Mini/Micro、高光效 LED 芯片研

发及制造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公司为积极响应国家

产业政策、扩大公司在 LED 芯片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符合公司进一步提升生产工艺、扩大优质产能、深化业务布局的战略规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公司把握行

业发展的机遇，提高公司光电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帮助公司实现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推动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

和综合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优势地位，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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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将为公司产能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一方面，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得以提高，资本实力得到巩固；另一

方面，公司资产负债率得以降低，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直至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每股

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

是，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序开展和持续推进，公司的发展战略将得以

有效实施，公司的竞争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盈利水平亦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项目符合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符合公司的战略诉求和现实需要，具有实

施的必要性。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并实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研

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强公司的市场优势和地位，提高公司产能和市场占

有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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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盖章页）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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