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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3,500.00 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以下方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光刻胶项目

1

66,000.00

1.1 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41,000.00

1.2 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25,00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5,000.00
15,000.00

2

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

30,000.00

3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8,500.00

18,500.00

114,500.00

63,500.00

合计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少于项目投资总额部分将由
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者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
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发行的背景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半导体材料产业的发展
半导体是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与基石，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
局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
发展。其中，半导体材料是集成电路制造的基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推
动集成半导体材料行业向精密、深化方向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产业
扶持政策，为我国集成电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着力推动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在关键材料领域形成突破，开发光刻胶、大尺寸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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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材料，加强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和装备、材料企业的协作，加快产业化进
程，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加
快先进制造工艺、存储器、特色工艺等生产线建设，提升安全可靠 CPU、数模
/模数转换芯片、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等关键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推动
封装测试、关键装备和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优化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环境，
提高新材料应用水平，推进新材料融入高端制造供应链，到 2020 年力争使若干
新材料品种进入全球供应链，重大关键材料自给率达到 70%以上。
2017 年 4 月，科技部《“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列示重点任务“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之“关键材料”：面向
45-28-14 纳米集成电路工艺，重点研发 300 毫米硅片、深紫外光刻胶、抛光材
料、超高纯电子气体、溅射靶材等关键材料产品，通过大生产线应用考核认证
并实现规模化销售；研发相关超高纯原材料产品，构建材料应用工艺开发平台，
支撑关键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与发展。
2020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给予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
更有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环境。
国家政策的支持为半导体材料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高端光刻胶领域亟待打破外资垄断局面
在半导体制造中，光刻胶及其配套材料起到支撑产业链的关键作用。光刻
胶及配套试剂在晶圆制造材料中合计占比约 12%，为第 4 大晶圆制造材料，且
其技术开发难度大，被誉为半导体材料皇冠上的明珠。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光刻胶市场长期为国外巨头所垄断。全球行业前四大
光刻胶厂商合成橡胶、信越化学、东京应化以及住友化学均为日系厂商，全品
类半导体光刻胶中日本厂商占据了 70%的市场份额，分品类来看，日本厂商在
ArF、KrF、g 线/i 线胶市场中市占率分别为 93%、80%、61%，其在高端市场
中展现出极强的控制力。由于国内光刻胶起步晚，目前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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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行业巨头仍存在较大差距，生产产能主要集中在 PCB 光刻胶、LCD 光刻
胶等中低端产品，但高端光刻胶中 ArF 浸没式光刻胶是集成电路 28nm、14nm
乃至 10nm 以下制程的关键，而我国高端光刻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高端光刻
胶作为芯片制造关键材料，长期为国外企业垄断，对我国芯片制造具有“卡脖
子”风险。因此，尽快实现高端光刻胶的全面国产化和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
3、电子特气市场前景广阔，进口替代需求旺盛
电子气体在电子产品制程工艺中广泛应用于离子注入、刻蚀、气相沉积、
掺杂等工艺，被称为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及光伏等材料的“粮食”和“源”。
电子特种气体（简称电子特气）是电子气体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集成电路、平
面显示器件、太阳能电池等电子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近年来，在以 5G 通讯、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新能源、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安防电子等为主的新兴应用领域强劲需求
带动下，全球集成电路行业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受益于集成电路行业的蓬勃发
展，电子特气具有较高的增长空间。根据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统计，2019 年
国内电子特种气体需求 80 亿元，其中集成电路用特种气体需求为 35 亿元，是
电子特气最重要的下游应用。考虑到集成电路产业国产替代趋势的加快，国内
晶圆材料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我国电子特气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提升。
电子特气行业同样存在外资垄断、行业集中以及国内竞争激烈的问题。目
前全球特气市场美国空气化工、普莱克斯、法液空、大阳日酸和德国林德占据
了 94%的份额；国内市场上述海外几大龙头企业也控制了 85%的份额，电子特
气受制于人的局面亟待改变。国内公司较低的市场份额带来了巨大的进口替代
空间，随着国家芯片自主可控战略下对半导体材料的政策支持，以及我国电子
特气行业的技术突破，电子特气进口替代迎来历史性机遇。
（二）本次发行的目的
1、推进公司光刻胶业务布局，助力国家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可控水平
作为具有“卡脖子”风险的芯片制造关键原材料，我国高端光刻胶一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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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所垄断，国内研制成功的公司寥寥无几。2017 年起，南大光电先后承担国
家“02 专项”高分辨率光刻胶与先进封装光刻胶产品关键技术研发、ArF 光刻
胶产品开发与产业化项目，历经 3 年艰苦奋斗，公司率先制备出国内首款 ArF
光刻胶产品，满足产业化的技术条件，具备领先性。
本次募投项目包含“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通过募集资金对光刻胶业务的投资建设，公司将
达到年产 25 吨 193nm（ArF 干式和浸没式）光刻胶产品的生产规模，产品性能
满足 90nm-14nm 集成电路制造的要求，实现高端光刻胶生产的完全国产化和量
产零的突破，提升我国高端光刻胶这一领域的自主可控水平。
2、深化含氟电子特气领域布局，巩固电子特气业务领先地位
高纯特种电子气体作为半导体、LED、光伏、航天和国防事业的关键原材
料，长期被海外技术封锁。南大光电通过国家“02 专项”—高纯电子气体（砷
烷、磷烷）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立项支持，于 2016 年起形成高纯特种电子气体砷
烷、 磷烷产业化能力，纯度达到 6N 级别，成功打破国际巨头的垄断，在半导
体产业的关键材料领域实现国产化。自此公司电子特气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利
润增长点，在市场上具有领先地位。
2019 年 11 月，公司开始布局含氟电子特气业务，完成了对飞源气体的收
购。含氟电子特气是电子特种气体的重要品类，是半导体和显示面板制造过程
中重要的清洗剂和刻蚀剂。中国厂商是含氟气体生产的重要参与方，南大光电
子公司飞源气体是全球三氟化氮和六氟化硫主要生产企业之一。收购飞源气体
后，公司增加含氟电子特气业务板块，对南大光电电子特种气体业务的布局与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的实施是
保持公司行业领先地位、提升电子特气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公司将通过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深化含氟电子特气领域投资布局，参与含氟电子特气全球
竞争，保持公司在电子特气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市场竞争力。
3、提升公司资金实力，优化资本结构，助力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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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公司主营业务规模高速增长，
实现营业收入金额分别为 17,721.35 万元、22,817.49 万元、32,137.58 万元和
42,929.35 万元，最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4.67%。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发
展，MO 源和电子特气业务的不断扩大及光刻胶业务的布局，未来业务规模将
保持持续的增长趋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进一步提升，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有力的流动资
金支持。
此外，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已达 39.44%，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公司未来债务融资空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提升公
司短期偿债能力，有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资本结构，公司抵御全球
经济扰动及意外风险的能力也将有所提升，进一步满足核心业务增长与业务战
略布局需要，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光刻胶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投资 66,000.00 万元，进行 ArF 光刻胶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工作。
项目目标到 2021 年底，将在我国：1）首次建立 ArF 光刻胶产品大规模生产线，
形成年产 25 吨 ArF（干式和浸没式）光刻胶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性能满足
90nm-14nm 集成电路制造的要求。产品通过 IC 芯片制造企业的使用认证，实
现批量销售；2）建立国内第一个专业用于 ArF 光刻胶产品开发的检测评估平
台。平台配备 ArF 光刻机、涂胶显影一体机、特征尺寸扫描电镜、缺陷检测和
分析等检测设备，满足先进光刻胶产品和技术开发的需求；3）建立一支具有国
际水平的先进光刻胶产品开发和产业化队伍。
本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子公司宁波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内容包括“先
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和“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
化”。
（1）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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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为建立光刻胶配套高纯显影液的规模化生产线，包括合成、纯化、
分析、灌装等工艺的配套生产装置及分析检测设备；另外还将建设国内首个先
进光刻胶分析测试中心，包含浸没式光刻机、涂胶显影一体机和 CD-SEM 等关
键量测设备。
项目完全达产后，将建成光刻胶研发中心、先进光刻胶的分析测试中心，
以及年产 350 吨的高纯显影液的生产线。
（2）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建设内容为建立包含高等级超净间在内的 ArF 光刻胶生产线，具备 ArF 光
刻胶产品的生产能力；建立 ArF 光刻胶配套关键组分材料的生产能力，完善光
刻胶原材料的供应。
项目完全达产后，将建成年产 5 吨 ArF 干式光刻胶的生产线、年产 20 吨
ArF 浸没式光刻胶的生产线以及年产 45 吨的光刻胶配套高纯试剂的生产线。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高端光刻胶领域亟待打破外资垄断局面
光刻胶是由感光树脂、增感剂和溶剂三种主要成分组成的对光敏感的混合
液体，是光刻工艺中的关键材料，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分立器件的细
微图形加工。光刻胶及配套试剂在晶圆制造材料中合计占比约 12%，为第 4 大
晶圆制造材料，且其技术开发难度大，被誉为半导体材料“皇冠上的明珠”。
目前，半导体工业正在应用的先进光刻技术是 ArF 浸没式光刻，配合双重
图形以及多重图形等技术，分辨率可以达到 7nm 节点。从现在到未来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ArF 光刻胶及相关配套材料和试剂在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中都占据着
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光刻胶市场长期为国外巨头所垄断。全球行业前四大
光刻胶厂商合成橡胶、信越化学、东京应化以及住友化学均为日系厂商，全品
类半导体光刻胶中日本厂商占据了 70%的市场份额，分品类来看，日本厂商在
ArF、KrF、g 线/i 线胶市场中市占率分别为 93%、80%、61%，其在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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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出极强的控制力。由于国内光刻胶起步晚，目前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与
国外行业巨头仍存在较大差距，生产产能主要集中在 PCB 光刻胶、LCD 光刻
胶等中低端产品，但高端光刻胶中 ArF 浸没式光刻胶是集成电路 28nm、14nm
乃至 10nm 以下制程的关键，而我国高端光刻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高端光刻胶长期为国外企业垄断的现状，对我国芯片制造具有“卡脖子”
风险。从历史经验看，2019 年下半年，日本通过对韩国实施贸易禁运包括光刻
胶在内的电子材料，严重打击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由于高档光刻胶的保质期很
短，通常只有 6 个月左右甚至更短，一旦遇到贸易冲突或自然灾害，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势必面临芯片企业短期内全面停产的严重局面。因此，尽快实现全面
国产化和产业化高档光刻胶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后，南大光电将建成 ArF 光刻胶（干式和浸没式）
及相关配套试剂生产线，实现国产先进光刻胶及配套材料的进口替代，有助于
解决高端光刻材料“卡脖子”的问题。
（2）推进公司光刻胶业务布局，助力国家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可控水平
公司作为国产高端光刻胶产品的领军企业，已率先制备出国内首款 ArF 光
刻胶产品，但目前尚未量产。为了进行光刻胶产品的量产，实现公司在光刻胶
业务的布局，推进公司产品结构的升级，提升我国高端光刻胶的国产化水平，
公司亟需将 ArF 光刻胶研究成果产业化，加大对光刻胶的研发投入、建设 ArF
光刻胶产品生产线。同时，通过 ArF 光刻胶业务的布局，公司将以 ArF 光刻胶
为基点，布局国产先进光刻胶产品，介入先进光刻胶材料的产业链，建立光刻
胶配套材料的国产化供体系，实现光刻胶生产的完全国产化，充分满足核心客
户的需求，从而抓住半导体材料进口替代的历史性机遇，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
增长点。进一步，公司借助光刻胶业务布局，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使国产先进
光刻胶进入世界市场，占据一定市场份额，成为国际知名的电子材料企业。
本次通过募集资金对于光刻胶业务的投资建设，公司将达到年产 25 吨
193nm（ArF 干式和浸没式）光刻胶产品的生产规模，产品性能满足 90nm-14nm
集成电路制造的要求，实现国内高端光刻胶零的突破，提升我国高端光刻胶这
一领域的自主可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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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南大光电已成功研制国内首款 ArF 光刻胶产品，具有技术先进性
作为具有“卡脖子”风险的芯片制造关键原材料，我国高端光刻胶一直为
国外所垄断，国内研制成功的公司寥寥无几。
2017 年起，南大光电先后承担国家“02 专项”高分辨率光刻胶与先进封装
光刻胶产品关键技术研发、ArF 光刻胶产品开发与产业化项目，历经 3 年艰苦
奋斗，公司率先制备出国内首款 ArF 光刻胶产品，满足产业化的技术条件，具
备领先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11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超过 16%，拥有丰富的研发人员储备和良好的研发人员培养机制，已经建成一
支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素质研发与管理团队，并不断加强优质人才储备，保障公
司的持续研发能力。领先的技术研发成果和持续稳定的研发能力为本次募投项
目提供了可靠的驱动力。
（2）国家政策积极支持光刻胶业务发展
光刻胶作为具有“卡脖子”风险的半导体材料，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大
力支持。
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着力推动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在关键材料领域形成突破，开发光刻胶、大尺寸硅片
等关键材料，加强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和装备、材料企业的协作，加快产业化进
程，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加
快先进制造工艺、存储器、特色工艺等生产线建设，提升安全可靠 CPU、数模
/模数转换芯片、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等关键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推动
封装测试、关键装备和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
2017 年 4 月，科技部《“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列示重点任务“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之“关键材料”：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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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8-14 纳米集成电路工艺，重点研发 300 毫米硅片、深紫外光刻胶、抛光材
料、超高纯电子气体、溅射靶材等关键材料产品，通过大生产线应用考核认证
并实现规模化销售；研发相关超高纯原材料产品，构建材料应用工艺开发平台，
支撑关键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与发展。
2020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给予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
更有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环境。
国家积极的产业政策从税收、资金等各个方面推动光刻胶行业的发展，为
此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本土光刻胶产品迎来进口替代机遇
在国家产业政策推动以及 5G、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高清视频等相
关产业带动下，如今国际半导体产能正在逐渐向国内转移，受益于产业大趋势，
国产光刻胶及配套材料的需求将日益提升。但目前国内光刻胶市场主要被日系
企业占据，高端光刻胶领域近乎空白。
ArF 光刻胶作为高端光刻胶，随着国家自主可控战略的不断深化，愈发具
有进口替代的意义。随着包括南大光电在内的一批龙头科技企业在技术上的不
断突破，国产 ArF 光刻胶生产逐步具备技术可行性，未来有望替代日本企业在
国内的市场份额，并享受光刻胶市场规模的增加带来的红利。国产光刻胶发展
面临历史机遇。
4、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为 66,000.00 万元（包含“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
料的开发和产业化”投资额 41,000.00 万元以及“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
化”投资额 25,000.00 万元），拟使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
15,000.00 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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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其中：基建

占比

21,955.00

33.27%

土地

1,797.00

2.72%

设备

33,248.00

50.38%

9,000.00

13.64%

66,000.00

100.00%

流动资金
合计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1）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项目实施主体为宁波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位于宁波市北仑区
云台山路北（芯港小镇）。
（2）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项目实施主体为宁波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位于宁波市北仑区
柴桥临港产业园横中路北。
6、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3 年，即 2019 年至 2021 年。
7、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67 年，所得税税后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16.6%，
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8、项目备案、环评事项及进展情况
（1）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和产业化
2018 年 11 月，本项目取得宁波市北仑区发改局出具的《浙江省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018-330206-39-03-068573-000）。
2019 年 7 月，本项目取得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出具的《关于宁波南
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先进光刻胶及高纯配套材料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仑环建[2019]155 号）。
（2）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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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本项目取得宁波市北仑区发改局出具的《浙江省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019-330206-39-03-032730-000）。
2019 年 9 月，本项目取得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出具的《关于宁波南
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ArF 光刻胶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仑环建[2019]245 号）。
（二）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投资 30,000.00 万元，扩建 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包
括：5#三氟化氮电解厂房、6#三氟化氮电解厂房、3#三氟化氮后处理厂房。
本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含氟电子特气生产向国内转移是大势所趋
电子气体在电子产品制程工艺中广泛应用于离子注入、刻蚀、气相沉积、
掺杂等工艺，被称为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及光伏等材料的“粮食”和“源”。
电子特种气体是电子气体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集成电路、平面显示器件、太阳
能电池等电子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本次募投拟扩产的三氟化氮作为电
子特种气体的重要品类，具有优异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是半导体和显示面板
制造过程中重要的清洗剂和刻蚀剂。
全球三氟化氮市场具有良好的增长趋势。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的预测，2018
年全球三氟化氮市场用量约为 2.8 万吨，预计到 2021 年全球三氟化氮市场需求
量将达到 4 万吨左右，复合增长率为 12.6%。良好的增长态势对三氟化氮厂商
的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厂商已是全球三氟化氮生产的重要力量，未来随着三氟化氮市场规模
的增大，中国厂商参与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从目前的生产竞争格局来看，全球
三氟化氮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中、韩、美、日，其中中国企业产能占比约为 1/3。
中国是下游产业半导体、显示面板的消费大国，未来几年下游产业的跨越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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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将积极消化国内产能，大幅提升含氟电子特气的需求，因此国产三氟化氮厂
商面临宝贵的发展机遇，三氟化氮生产向国内转移是大势所趋。
（2）深化公司含氟电子特气领域布局，巩固电子特气业务领先地位
公司主要从事 MO 源产品业务、高纯电子特气产品业务、光刻胶及配套材
料业务、ALD 前驱体产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 MO 源和电
子特气产品，其中电子特气业务已成为公司强劲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原有的电
子特气产品主要为高纯磷烷、砷烷，亟需拓展业务板块，巩固在电子特气业务
的行业领先地位。
2019 年 11 月，公司开始布局含氟电子特气业务，完成了对飞源气体的收
购。中国厂商是含氟气体生产的重要参与方，飞源气体是全球三氟化氮和六氟
化硫主要生产企业之一。收购飞源气体后，南大光电增加了含氟电子特气业务
板块，对公司电子特种气体业务的布局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扩大三氟化氮气体产能，从而深化含氟
电子特气领域投资布局，增强对公司集成电路客户的服务能力，扩大公司产品
的市场份额，参与含氟电子特气全球竞争，保持公司在电子特气领域的领先地
位和市场竞争力。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政策支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半导体材料是集成电路制造的基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电子特气
是半导体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电子特气行业向精密、深化方向发展，
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产业扶持政策。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优
化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环境，提高新材料应用水平，推进新材料融入高端制造
供应链，到 2020 年力争使若干新材料品种进入全球供应链，重大关键材料自
给率达到 70%以上。
2017 年 4 月，科技部《“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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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重点任务“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之“关键材料”：面向
45-28-14 纳米集成电路工艺，重点研发 300 毫米硅片、深紫外光刻胶、抛光材
料、超高纯电子气体、溅射靶材等关键材料产品，通过大生产线应用考核认证
并实现规模化销售；研发相关超高纯原材料产品，构建材料应用工艺开发平台，
支撑关键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与发展。
2018 年 11 月，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列入了“电
子大宗气体、电子特种气体”。
2020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给予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
更有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环境。
国家政策的支持为电子特气细分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电子特气市场前景广阔，进口替代需求旺盛
电子气体在电子产品制程工艺中广泛应用于离子注入、刻蚀、气相沉积、
掺杂等工艺，被称为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 及光伏等材料的“粮食”和“源”。
电子特种气体（简称电子特气）是电子气体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集成电路、平
面显示器件、太阳能电池等电子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电子特气行业存在外资垄断、行业集中以及国内竞争激烈的问题。目前全
球特气市场美国空气化工、普莱克斯、法液空、大阳日酸和德国林德占据了 94%
的份额；国内市场上述海外几大龙头企业也控制了 85%的份额，电子特气受制
于人的局面亟待改变。国内公司较低的市场份额带来了巨大的进口替代空间，
随着国家芯片自主可控战略下对半导体材料的政策支持，以及我国电子特气行
业的技术突破，电子特气进口替代迎来历史性机遇。
（3）公司具有充足的生产研发经验和丰富的客户下游导入渠道
飞源气体作为全球三氟化氮和六氟化硫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在含氟气体
产品的制备、充装、安全生产、质量控制、安全运输等方面已取得了全面突破，
并通过为国际领先企业批量供货，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和客户服务经验。飞源气
体下游客户包括台积电、京东方、华星光电、惠科股份、龙腾光电等知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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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的客户渠道，为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可靠的支撑。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11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超过 16%，拥有丰富的研发人员储备和良好的研发人员培养机制。其中飞源气
体团队拥有 20 年氟化工工程经验，具有创业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及工艺方面的
后发优势，其初期投资、成本控制、产品工艺持续革新能力均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公司持续研发能力较强，已经完成多种关键含氟电子材料的产业化准备，
具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能力。
4、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为 30,000.00 万元，拟使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入 30,000.00 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占比

28,000.00

93.33%

其中：基建

4,000.00

13.33%

设备

24,000.00

80.00%

2,000.00

6.67%

30,000.00

100.00%

流动资金
合计

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位于山东省淄博市
高青化工产业园。
6、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 年，即 2021 年至 2022 年。
7、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4.13 年，所得税税后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24.3%，
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8、项目备案、环评事项及进展情况
2016 年 4 月，本项目取得《淄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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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回执》
（淄经信许备[2016]6 号），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对“6500 t/a 电子
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和中试车间项目”进行备案。
2016 年 6 月，本项目取得《淄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山东飞源科技
有限公司备案项目名称变更的批复》
（淄经信许字[2016]4 号），将项目名称变更
为“6500 吨/年电子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及 100 吨/年 FEC 和 100 吨/年六氟化
钨项目”。
2016 年 6 月，本项目取得淄博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山东飞源科技有
限公司 6500 吨/年电子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及 100 t/a FEC 和 100 t/a 六氟化钨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淄环审[2016]56 号），其中三氟化氮产量为
4000 吨/年。
2020 年 4 月，因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存续分立并设立飞源气体，淄博市
生态环境局1出具了《关于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年产 3300 吨三氟化氮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淄环审[2020]37 号），将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由
4000 吨/年调整为 3300 吨/年，并确认由飞源气体承接实施该项目。
2020 年 10 月，本项目取得《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山东飞源气体有
限公司备案项目的情况说明》和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
司 6500 吨/年电子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及 100 吨/年 FEC 和 100 吨/年六氟化
钨项目环保手续办理情况的说明》，明确飞源气体承接实施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
司备案的“6500 吨/年电子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及 100 吨/年 FEC 和 100 吨/
年六氟化钨项目”，并确认本次拟扩建的“2000 吨/年三氟化氮生产装置项目”
为“6500 吨/年电子产品用高纯新材料扩建及 100 吨/年 FEC 和 100 吨/年六氟化
钨项目”的组成部分。
（三）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为 18,500.00 万元，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1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由淄博市环境保护局更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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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不断提高，业务规模的快速发展，使得
公司存货、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整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加大了对日常经营现
金流的需求。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公司存货、应收账
款、预付款项三项合计金额分别为 20,951.07 万元、26,698.81 万元、35,187.96
万元和 48,171.99 万元，前三年复合增长率达 30%，存在一定的流动资金需求。
未来，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公司存货、应收账款、预付款项等项目
也会相应增长，进而对公司流动资金提出更高要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
力，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支持，灵活应对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助力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巩固竞争优势。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
司所处行业发展现状及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总体经济效益、
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
监管要求（修订版）》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行。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在募集资金管
理方面，公司已根据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
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确保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规范。

四、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光刻
-16-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胶、电子特气产品线的建设，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将增强公
司主营业务，助力公司提升自身的资本实力，增强自身风险防范能力和竞争能
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巩固和提升公司的
行业地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仍将具有
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自身各方面的完整性，保持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本次发行对公司的
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
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都将得到有效改善，资本结构得以优化，资本实力
和偿债能力有所增强。同时，公司的财务结构将更加合理，抗风险能力将得到
显著增强，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以及相
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后，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的实现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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