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2-075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 年 7 月 13 日，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安能源”）与英利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能源”）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豪安能源预计销售给英利能源单

晶硅片 2.7 亿片（上下浮动不超过 20%）。本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双方约定，本合同具体执行情况根据双方每月具体签订的《硅片采购合

同》为准，实际销售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故最终实现的销售金额可能随市场

价格产生波动，上述销售数量、销售金额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战略合作框架合同，具体销售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最终实

现的销售收入及利润可能随着硅料及单晶硅片等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变化，对公

司各年业绩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本合同履行中，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及其

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面履行。 

3、如果买方在约定的最迟期限内不能按本合同约定的当月浮动采购量足额

提货的（经卖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货的除外），需按约定支付违约金，但该

违约金可能不足以弥补按原定合同执行产生的收益，导致公司执行本合同实际产

生的收入和利润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存在公司因逾期交货、逾期退换货、交付

量不足、产品质量缺陷等原因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公司全资子公司豪安能源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与英利能源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合同，合同约定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豪安能源预

计销售给英利能源单晶硅片 2.7 亿片（上下浮动不超过 20%）。参照 PVInfoLink

最新公布的价格及排产计划估算，预计销售金额为人民币 16.7715 亿元（含税）。

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故最终实现的销售金额可能随市场

价格产生波动，上述销售金额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实际以签订的月度合

同为准。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合同的议案》。本次交易属于签订日常经营

重大买卖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的标的为 M10 掺镓 P 型/掺磷 N 型单晶硅片。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MA7FJ78B7F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 3399 号 5 号厂房 227 室 

法定代表人：尹绪龙 

注册资本：11.11 亿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煤矿试井与试钻（煤炭生产、经营、销售除外）；硅太阳能电池

及其相关配套产品、风机及其相关配套产品、热发电产品、控制器、逆变器、兆

瓦级跟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光伏电站工程的设

计、安装、施工；光伏发电系统的批发、零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太

阳能发电；建筑劳务分包（劳务派遣除外）；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金开启昱（北京）新能源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珠海利开联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分别持有英利能源 48.00%、47.10%、

4.89%的股权。上述英利能源的股东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公司子公司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英利能源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0,313,018.53 

负债总额 777,907,193.92 

所有者权益 602,405,824.61 

利润表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5,558,571.73 

净利润 8,785,824.61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主体： 

卖方：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方：英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二）、合同金额及期限：本协议约定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因此金额暂

未确定。本合同预计 2022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销售 M10 掺镓 P 型/掺磷 N 型单

晶硅片 2.7 亿片（上下浮动不超过 20%）。其中，预计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2

月销售 M10 掺镓 P 型单晶硅片 0.6 亿片，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销售 M10

掺镓 P 型/掺磷 N 型单晶硅片 2.1 亿片。参照 PVInfoLink 最新公布的价格及排产

计划估算，预计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销售金额为人民币

16.7715 亿元（含税）。 

（三）、价格机制：买卖双方在框架协议期内，每月 27 日前协商确定次月产

品单价，根据隆基市场主流成交价格优惠 0.02 元/片并签订次月《硅片采购合同》，

价格随市场波动情况双方协商调整；合同有效期内，卖方提供给买方的型号为

M10 的太阳能级单晶硅片，具体 P 型或者 N 型在每月的月度订单中确定。《硅片

采购合同》约定的产品单价含 13%增值税、产品包装费及产品运抵合同约定交货

地点的运费、保险费等。 



（四）、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五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预付款 1,000 万

元整（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自卖方收到买方支付的预付款后，卖方需将

已收到的预付款金额的 100%作为买方月度订单的赊销额度。如买方应付未付货

款超过本条赊销额度，卖方有权停止发货。本合同到期前，如双方继续履行下一

年度采购框架合同的，则本合同剩余预付款可以结转为下一年度预付款（多退少

补）。如双方选择终止合作的，则买方可以选择将年度预付款作为最后一批采购

货款或由卖方在双方终止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向买方返还。硅片款以

电汇或半年期银行承兑方式结算，款到发货，具体以《硅片采购合同》约定为准，

若当月货款全部以电汇方式支付，在以上定价下再优惠 0.02 元/片，每月月度订

单签订 3 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全额支付扣除预付款之外的月度订单货款。 

（五）、交货： 

1、交货方式：由卖方按照本合同及每月度《硅片采购合同》约定的具体交

期将货物运送至买方指定地点。货到后，买方应当日内接收货物，并对货物的数

量、外观、规格和型号由买方授权经办人当场验收，同时就卖方出具的《货物交

接单》进行签字确认，视为交付完成。若根据双方约定卖方资料信息不全或者错

误的，买方有权拒绝收货，由卖方补齐或修正相关资料并经买方验收合格后，方

可收货，造成延误的，卖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若交付时产品数量、外观、规格

和型号不符合本合同约定，卖方负责对问题产品进行退换货、补货，并由卖方承

担相应责任，或经双方协商买方同意让步接收的双方应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2、交货日期：依据每月度《硅片采购合同》约定为准。任何一方需要变更

交货期的，经买卖双方协商书面或邮件确认变更后，卖方应在交货期前交付货物，

任何一方不同意变更交货期的，交货的延期将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六）、违约责任： 

1、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买方不按《硅片采购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经卖方

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付款的除外），买方应按每延迟一天，向卖方支付逾期货

款0.05%的违约金，但最高不超过逾期货款的5%；非因卖方原因买方拒绝付款

或拒绝接收货物的，卖方有权解除当月《硅片采购合同》确认单，且买方应向

卖方承担当月合同确认单拒绝付款或拒绝接收货物部分2%的违约金。 

2、逾期交货违约责任：卖方不按《硅片采购合同》约定按期足额交货的



（经买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货的除外），卖方应自约定应交货之日起每日按

逾期交货产品金额的 0.05%向买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卖方将逾期产品交付完毕，

并且买方有权就未交货部分要求卖方继续发货。卖方逾期交货超过 15 日的，买

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卖方承担当月采购合同总价款 2%的违约金。 

3、买方在约定的最迟期限内不能按本合同约定的当月浮动采购量足额提货

的（经卖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货的除外），买方应自约定应交货之日起每日

按逾期提货产品金额的 0.05%向卖方支付违约金直至买方将逾期产品提取完

毕，并且卖方有权就未交货部分要求买方提取发货。买方逾期提货超过 15 日

的，卖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 

4、若因卖方原因造成当月硅片供货量低于本合同约定的当月浮动采购量

的，则对于不足部分卖方需承担 0.1 元/片的违约金，该违约金可在买方次月货

款中直接扣除。因任何一方违约或先期违约等情形而导致另一方发生的逾期履

行本合同义务，另一方就逾期履行不承担违约责任。 

5、卖方产品不能符合约定要求，买方有权对该等产品与卖方重新协商价

格，或要求卖方更换符合约定要求的产品。如卖方更换的产品仍不符合合同约

定的，买方有权要求退货，并有权要求卖方承担由此给买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买方在使用过程中，因买方生产原因造成质量问题，责任由买方承担，与卖方

无关。 

（七）、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律。凡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时，买卖双方均可在原告方所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因诉讼产生的诉

讼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等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 

（八）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即生效。 

（九）其他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买方有权委托供应链公司代为履行

该份合同，该供应链融资公司将享有本合同项下买方的所有权利，卖方将对其

承担本合同项下卖方的所有义务。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战略合作框架合同，具体销售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有利于提高

公司后续的销售收入，但对各期经营利润的影响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合同的履

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战略合作框架合同，具体销售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最终实

现的销售收入及利润可能随着硅料及单晶硅片等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变化，对公

司各年业绩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同履行中，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及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面履行。 

3、如果买方在约定的最迟期限内不能按本合同约定的当月浮动采购量足额

提货的（经卖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货的除外），需按约定支付违约金，但该

违约金可能不足以弥补按原定合同执行产生的收益，导致公司执行本合同实际产

生的收入和利润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存在公司因逾期交货、逾期退换货、交付

量不足、产品质量缺陷等原因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