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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21-048 号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
每股转增 0.4 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转增）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7,465,330,516.33 元。经董事会决议，
公司 2020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和
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3,771,768,901 股，加上“隆 20 转债”累计转股数
量 94,625,891 股（请详见 2021 年 4 月 1 日相关公告），以此计算的总股本为
3,866,394,792 股，拟派发现金红利 966,598,698.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
现金分红（包括 2020 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比例为 19.24%。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3,771,768,901 股，加上“隆 20 转债”累计转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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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25,891 股（请详见 2021 年 4 月 1 日相关公告），以此计算的总股本为
3,866,394,792 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5,412,952,708 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
（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
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52,369,160.81 元，2020 年
末 母 公 司 累 计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7,465,330,516.33 元 ， 本 次 拟 派 发 现 金 红 利
966,598,698.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 2020 年中期已分配的
现金红利）比例为 19.24%，2020 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如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共识，已有 120 多个国家设
立了“碳中和”远景目标，而且这一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全球能源转型意愿强烈。
能源使用和消耗产生的碳排放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能源使用和消耗产生
的碳排放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数据，2017
年能源活动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73%，因此，在全球实现碳中和的
趋势下，能源活动领域的零碳燃料替代是核心内容，能源体系的逐步去碳化必然
导致全球能源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且随着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
“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趋势将加速。根据 BP 公司《世界能源展
望》
（2020 年版）预计，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日益繁
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能源快速转型情景中，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
占比将从 2018 年略高于 20%增至 45%，在净零情景中增至 50%以上。
近年来，随着光伏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加速，度电成
本持续下降，光伏发电已成为全球最经济的电力能源获得方式之一。光伏作为零
碳能源的代表，可通过技术驱动和行业融合，将实现多元化场景的应用。未来，
适应于各种需求和应用场景的光伏产品将会出现，产品供给将呈现出多样性、便
利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光伏与多样化场景的应用想象空间巨大，除大型并网光伏
电站和分布式场景外，还将出现光伏制氢等二次能源应用于重型工业和航空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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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光伏建筑一体化产生的绿色建筑，光伏+电动汽车+储能的产业融合等应用
场景。可靠性和高效性是衡量光伏产品的基础标准，与各类场景结合的属性匹配
将在基础标准之外产生新的评价标准，光伏应用场景多元化将助力碳中和目标实
现。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长期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太阳能发电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单
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的开发及系统解决方
案的提供业务。近年来，公司紧抓行业发展契机，产品销量快速增长，自 2012
年上市以来至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54.19%，公司处于快速成
长阶段。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5.83 亿元，同比增长 65.92%；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85.52 亿元，同比增长 61.99%；基本每股收益 2.27 元，同比增
长 54.42%；实现扣非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3%，同比增加 2.84 个百分
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0.15 亿元，同比增长 35.02%。2021 年，
公司将加快推进丽江年产 10GW 单晶硅棒项目（三期）、楚雄年产 20GW 单晶硅片
建设项目（三期）
、曲靖年产 20GW 单晶硅棒和硅片建设项目（二期）、重大技改
扩产项目等重大资本支出进度，以保障未来市场需求。根据公司制定的 2021 年
投资计划，预计 2021 年度公司重大资本性支出总额将超过 120 亿元。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公司此次现金分红水平综合考虑了当前行业发展阶段、公司成长周期以及公
司现有受限资金、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及在建、拟建产能的资本性支出等资金计划
而做出的合理安排。公司历年来始终坚持稳健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制定每年的分
红政策时，会综合平衡当年的利润分配对股东带来的短期价值回报和将可供分配
利润再次投入到资本性支出项目带来的长期价值回报，此次分红方案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需要和财务稳健的经营原则，有利于最大程度保障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司
可持续发展。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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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465,330,516.33 元，在实施完本次利
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生产经营发展和以后年度利润分配，
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稳健、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年度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 2020 年年度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预案》，本次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现就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发表如下意见：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规规定。
虽然公司 2020 年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之比低于 30%，但考虑到 2021 年度公司的资本支出需求，有利于公司产能进一
步扩张，保障市场单晶产品供给，能够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认为本
次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
求等因素，同时保障了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意将上述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监事会成员，现就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发表如下意见：董事会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
身盈利水平等因素，体现了合理回报股东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将此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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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是根据公司未来的资金需要、公司发
展阶段等因素综合考虑制定的，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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