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_table indent_4.5 mm

N_table indent_4 mm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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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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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中车时代半导体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 

建设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基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时代半导体”）

的发展战略需求，利用我国能源转型升级的契机，打造产业链的优势，

中车时代半导体拟投资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建设项目，包括中低压功

率器件产业化（宜兴）一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宜兴子项目”）和中低

压功率器件产业化（株洲）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株洲子项目”）；投资

总额约人民币 1,111,869 万元，其中宜兴子项目投资金额约人民币

582,583万元；株洲子项目投资金额约人民币 529,286万元。 

一、 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宜兴子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实施主体：宜兴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公司工商

登记名称为准，该公司尚未注册成立，待本项目获批准后办理公司工商

登记）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开发区(暂定）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功率半导体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相

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商品、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场地租赁；设备租赁；普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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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运输；仓储。（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定为准）。 

6、股权结构：中车时代半导体持股 100% 

7、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由于宜兴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尚

未设立，故无法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二）株洲子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实施主体：中车时代半导体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87,900.6 万元 

5、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功率半导体及相关产品；提

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商品、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场地租赁；设备租赁；普

通货物运输；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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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结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3.78%、株洲

芯连接零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22%。 

7、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1,041.73 

负债总额 106,507.85 

资产净额 304,533.88 

营业收入                  131,043.76  

净利润                     12,4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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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三、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宜兴子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宜兴）一期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宜兴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江苏省宜兴市经济开发区 

4、项目投资金额：人民币 582,583万元 

5、资金来源：自有及自筹资金 

6、预计建设工期：24 个月 

7、具体建设内容：购置土地约 369亩，新建厂房等建筑约 116,380

平方米，新建 8英寸中低压组件基材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8、建设项目完成后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新增

年产 36 万片 8 英寸中低压组件基材的生产能力（基建及公共设施具备

72 万片/年的生产能力）。后续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市场需求及有权机

构的审批情况，适时启动新的产能建设。本项目产品主要用于新能源汽

车领域。 

9、建设项目需履行的审批手续：本项目尚需办理土地使用权、规划

许可、施工许可、登记备案、环评批复等前置审批手续。 

（二）株洲子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株洲）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地点：湖南省株洲市轨道交通产业园 

4、项目投资金额：人民币 529,2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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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金来源：自有及自筹资金 

6、预计建设期：24个月 

7、具体建设内容：购置土地约 266 亩，新建厂房等建筑约 78,740

平方米，新建 8英寸中低压组件基材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8、建设项目完成后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新增

年产 36 万片 8 英寸中低压组件基材的生产能力，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

发电及工控、家电领域。 

9、建设项目需履行的审批手续：本项目尚需办理土地使用权、规划

许可、施工许可、登记备案、环评批复等前置审批手续。 

四、项目建设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有助于把握产业发展机

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但在中低压模块等

方面进口依赖程度依然较高。以中低压模块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国

之重器，国内半导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

及扩大产能的需求较为迫切。上述投资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公司

中低压组件基材、中低压模块的产能，推进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符合产

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有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提升可持续发展能

力。 

（二）项目具备实施的基础条件，符合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需求 

国内外多家汽车厂商及新能源发电厂商已向公司表达合作意愿，公

司希望利用我国能源转型升级的契机，打造产业链的优势。上述项目建

成后，将与公司现有生产基地共同形成完善的组件产品产业化生产链，

继而建成大规模的电力电子产品产业化生产基地，产品涵盖高压、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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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芯片及模块。 

（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项目实施提供市场保障 

上述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新能源发电及工控、家

电领域，市场需求广阔。目前市场主要被欧美日的企业所垄断，我国的

产品供应主要来自国外生产企业，国产化程度低，市场具有极大的进口

替代的发展空间。 

（四）提前布局产能规划，稳固市场竞争优势地位 

中车时代半导体的高压组件产品已实现在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大

功率领域的广泛应用，目前高压组件市场需求整体平稳，现有产能可覆

盖市场需求。随着新能源发电及汽车市场需求爆发，中车时代半导体中

低压组件产品将通过已量产项目、定点项目、计划拓展项目锁定新能源

发电及汽车领域的市场份额，提升其在前述领域的影响力。面对预期爆

发式增长的中低压组件市场，公司现有产能将不足以覆盖长期市场需求。 

为抢占市场先机，全球功率半导体厂商已纷纷开始扩产，国际大型

半导体厂商在具备既有领先优势前提下，仍在投资建设功率半导体芯片

产线，并不断加大投入进行技术路线和产品的更新迭代；国内半导体厂

商也均在投建产线。考虑到新建芯片产线到量产时间跨度将达 30 个月，

为确保中车时代半导体始终处于行业前列地位，需提前布局实施芯片产

能提升计划。 

（五）项目工程建设与技术方案合理，能够确保顺利实施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合理规划考虑厂房及动力设施，项目的工程建

设与技术方案合理，既满足生产要求，又不会造成浪费，能够确保顺利

实施。 

综上所述，本项目具备实施的基础条件，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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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本项目建设，将有效提升公司的中低压组件基材产能，满足市场

需求，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推进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符合产业政策和

行业发展趋势，有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

本项目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项目建设投资使用中车时代半导体自有及自筹资金，项目建

设周期相对较长，中车时代半导体将根据项目建设规划分步实施，不会

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运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上述项目的实施，将新增公司中低压组件基材生产能力，增加中

低压组件基材销售收入，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上述项目的实施，均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产能，进一步巩固并

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立项、环评、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

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

该项目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甚至终止的风险； 

2、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中车时代半导体自有及自筹资金，虽然中车

时代半导体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且银行信用良好，但项目投资、建设

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存在资金筹措到位不

及时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3、项目投资涉及项目的实施与市场供求、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竞争

情况、技术进步、公司管理及人才等因素密切相关，上述任何因素的变

动都可能对投资项目的建设运营和预期效益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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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投资规模、建设周期等均为预估数，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

预测，亦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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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选举李开国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夯实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公司治理，满足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构成的需求，提升董

事会科学决策水平，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提名李开国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李开国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年度董事酬金/津贴为人民币

100,000元（不含税）。 

若李开国先生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同意李

开国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原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变。 

李开国先生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

条件，且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的规定，能够胜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岗位职责。李开国先生尚未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

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李开国先生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李开国先生简历 



- 10 - 

 

 

 文档名称 

1/1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李开国先生简历 

李开国先生，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 年毕

业于中国湖南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

工业科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人事部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于1983年8月至2000年2月期间，先后于重庆汽车研究

所（“重庆汽研”）（现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研”，

股份代号：601965.SH））部件试验研究部历任工程师、副主任和主任。

于1995年7月至2000年2月期间，兼任重庆汽研汽车试验设备开发中心总

经理，于2000年2月至2007年11月期间，任重庆汽研副所长及党委委员。

于2007年11月至2013年10月期间，任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现

称中国汽研）董事、副总经理和党委委员。于2013年10月至2022年5月期

间，先后于中国汽研担任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及董事

长。自2022年5月起，为中国汽研专家，并兼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汽车检验检测科技委主任。 

兼任的其他职务：自2003年4月起，兼任国家燃气汽车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自2016年起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汽车人才

研究会副理事长，自2017年起兼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燃气汽车分会理事

长，及自2020年起兼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

会委员及燃气汽车标委会主任委员。自2022年6月起,任庆铃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