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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太阳能电池前景广阔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太阳

能电池研发中心主任褚君浩

21

日

在第五届中国电池技术创新 （上

海）论坛上介绍国内外薄膜太阳能

电池研发进展情况时表示，薄膜太

阳能电池由于具有柔性、 轻质、美

观等特点，在建筑屋顶、半透明外

墙、遮阳系统等领域需求将增大。

欧盟下注 技术突破

欧盟近年来不断对薄膜太阳能

电池领域进行投资，目前薄膜太阳能

电池的一些关键技术已经取得突破。

2012

年，欧盟宣布将在

2015

年之前为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纳米级”提供

1000

万欧元科研经

费的预算， 将有

13

个欧洲研究小

组共同参加硫族化合物太阳能电

池技术的开发。 课题任务是显著

降低生产成本及通过纳米结构材

料提升薄膜模块的转换效率。

有分析指出， 欧盟与我国的

光伏争端实际上是旨在打压晶硅

电池，力挺薄膜电池。目前全球太

阳能光伏主要以晶硅太阳能电池

和薄膜太阳能电池为两条主线。

我国绝大多数的企业都集中于晶

硅领域，欧盟的用意显而易见。

据介绍，美国科学家用成本

低廉的铜锌锡硫材料同乙二醇

结合，制造出成本低廉且不含有

毒化合物的铜锌锡硫薄膜太阳

能电池。 目前很多薄膜太阳能电

池都由铜铟镓硒制成，原料成本

昂贵，铜锌锡硫薄膜太阳能电池

解决了价格问题。

除了价格外， 电池效率成为

技术关键所在。 褚君浩介绍，上海

太阳能电池研发中心研发的薄膜

电池效率已经达到

20.4%

，而效率

达到

15%

基本就可以大面积应用。

应用前景广阔

据褚君浩介绍，第一代光伏

电池即晶硅太阳能电池包括单

晶硅、多晶硅，第二代光伏电池

包括非晶硅、砷化镓、碲化镉、铜

铟镓硒等， 第三代包括燃料敏

化、宽光谱、叠层多结、量子点

/

纳

米、 有机电池等多种新概念电

池。 薄膜电池主要指第二代和第

三代电池，第三代中有些还处于

实验室阶段，进入市场的不多。

近来光伏需求有所放缓，但

是薄膜太阳能电池由于具有柔性、

轻质、美观等特点，需求好于晶硅电

池。褚君浩指出，在一些不适应用晶

硅电池的领域， 薄膜电池发挥了作

用，比如在建筑屋顶、半透明外墙、

遮阳系统等领域。由于柔性特点，薄

膜太阳能电池甚至可以做在衣服上

面、帐篷上面。 而高效率的特点，使

得薄膜太阳能电池可以应用于飞

机、飞艇、太阳能电池汽车等领域。

褚君浩举例表示， 锂电池和太阳能

电池可以同时使用在电动汽车上，

阳光充足时可以用太阳能， 用不完

的太阳能储存在锂电池中， 也可以

减少锂电池常规的充电。

可关注公司

目前

A

股上市公司中涉及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公司主要有风帆股份、广东榕泰、天威保变和综艺

股份等。

广东榕泰

2011

年

6

月

23

日公告， 公司拟联合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广东榕泰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从事金属薄膜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等。公司当时还宣布，拟建设铜铟镓

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开发中心，主要开发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工艺及光电转

换效率技术。

风帆股份太阳能薄膜业务主要在子公司保定风帆光伏能源公司中。

2008

年

8

月，风帆股份宣布

控股设立保定风帆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销售非晶硅薄膜电池。

水锂电成锂电池研发新方向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锂电池又多了一个研究方

向。 复旦大学新能源与材料实

验室教授吴宇平介绍， 目前水

锂电已经做出模拟电池， 但容

量还很小。

一般智能手机电池容量都在

1000

毫安时，目前研发的水锂电只

有几个毫安时，尚属于实验室研发

阶段。不过，吴宇平指出，如果有企

业愿意投入，三五年有望量产。

据介绍， 吴宇平带领的课题

组采用复合膜将金属锂进行包

覆，放在

pH

值呈中性的水溶液中，

与锂离子电池中传统的正极材料

组装，制成平均充电电压为

4.2V

、

放电电压为

4.0V

的新型水锂电。

水锂电是当今锂电池研发

的前沿和方向之一， 核心问题是

如何防止锂离子和水在低电位发

生反应， 陶瓷隔膜成为技术上的

关键。 理论上， 水锂电能量密度

大，能量效率高达

95%

，装备水锂

电的电动汽车满电状态下的行驶

距离可达

400

公里，而充电时间很

短。此外，水锂电在使用中不易发

烫发热，安全性能更高。

据了解，复旦大学

2005

年开

始开展水锂电领域的探索，

2007

年取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和科

研水平居于世界先进地位。

分析认为，该项技术提高了

能量密度，有望解决目前电动汽

车电池成本高、 续航能力短、充

电时间长等问题。 不过，该技术

研发目前只是在原理上实现了

突破， 在实验室得到了验证，而

且， 目前研制出的电池容量太

小，只有大容量电池研发成功才

具有实质性意义。

另据科技部网站

7

月初消息

称， 由厦门大学和中航锂电 （洛

阳）有限公司联合承担，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支持

的 “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用功能隔

膜的技术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中航锂电为成飞集成子公

司， 其

2012

年初开始投建一条陶

瓷功能隔膜技术产业化试验线，

总投资

1000

万元。 截至

2013

年

6

月，该试验线已初步建成，完成相

关配方固化，合浆、涂布、分切工

艺技术开发，形成年产

300

万平方

米的陶瓷功能隔膜生产能力。 在

此基础上， 进行了陶瓷隔膜电池

设计、试制与测试，目前已开发出

4

种不同规格的功能隔膜产品，其

中某系列产品已在多款金属壳电

池中投入使用。 中航锂电计划将

自产功能隔膜用于自身电池生

产，以提高电池安全性能。

南都电源铅炭电池技术

获ALABC项目资助

□

本报记者 高晓娟

由国际先进铅酸电池联合

会（

ALABC

）、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主办，南

都电源承办的“新能源汽车及电

池节能技术国际高峰论坛”，

21

日在杭州举行。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南都电源开发的铅

炭电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得到了

ALABC

的项目资助。

南都电源成功开发出适用

于新能源储能、节能、混合动力、

启停等领域的铅炭电池技术，通

过国家级能源科技鉴定，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并得到

ALABC

的项

目资助。

ALABC

去年在全球共资

助了

12

个研发项目，其中一个就

是南都电源承担的铅炭电池研

发。 这也是目前为止中国企业首

次承担国际最高水平的蓄电池

研发组织的项目，意义重大。

采用混合动力及启停模式

是短期内实现汽车节能的最有效

方式， 现已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

主流发展方向， 是能够迅速推动

新能源汽车商业化的解决方案之

一。 据介绍，

ALABC

一直致力于

开展全球铅酸电池前沿基础研

究，组织示范演示项目，在全球范

围内推进先进铅酸电池技术在新

能源汽车上的实际应用。

国务院今年

7

月颁布的 《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

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产业化，推广普及非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 节能内燃机汽

车，提升我国汽车产业整体技术

水平。 有业内人士指出，新能源

汽车及节能技术的应用成为当

前发展重点，南都电源铅炭电池

技术适用范围广，将有望迎来发

展机遇。

■

记者手记

新能源汽车发展须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电

池工业展览会和国际超级电容

产业展览会吸引了多家电池和

超级电容产业链企业参加，其中

就包括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我们是世博超级电容城市

客车超级电容供应商，现在上海

有两条公交线路用的是我们的

产品。 ”注意到这家公司展位时

已临近下午展览结束，不过该公

司贸易部经理姜琦还是与中国

证券报记者饶有兴致聊了起来，

聊到这些成绩他脸上也露出些

许自豪，但接下来的话题则没那

么轻松。

当记者问到公司除上海外

在其他地区发展规划时，姜琦面

露难色，“上海以外难啊，这个你

应该也知道，地方保护主义厉害

啊。”实际上，简单的一句话道出

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大

障碍。

奥威科技的超级电容可用

于公交车和卡车的混合电力、氢

气和基于燃料电池的动力系统

以及混合动力轿车等，区别于传

统电解电容器和蓄电池，超级电

容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储

能装置，由于兼具以上两者的特

性， 正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 在某些领域将取代蓄电池，

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之一。

不过， 新能源汽车推广的不畅，

无疑将直接影响公司订单。

2009

年初，科技部、财政部、

发改委和工信部共同启动“十城

千辆”工程，主要内容是，通过提

供财政补贴， 计划用

3

年左右的

时间，每年发展

10

个城市，每个

城市推出

1000

辆新能源汽车开

展示范运行，力争使全国新能源

汽车的运营规模到

2012

年占到

汽车市场份额的

10%

。 但是，在

具体实施中却存在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各个示范城市在采购

新能源汽车时，都以本地利益出

发，优先采购地方企业产品。 深

圳优先采购本地车企比亚迪的

电动车，北京采购北汽福田混合

动力公交车，上海则全力支持上

汽集团。

各地优先向本地车企采购

并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 新

能源汽车补贴是拿地方财政给

车企补贴， 而地方财政收入又

来自本地企业税收， 导致地方

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对新

能源车的补贴范围仅限于当地

企业，不对外地车企开放，让不

少品牌难以享受到地方补贴。

各地采购如果不顾产品优劣，

节油效率，采购价格等因素，而

是一味的以支持地方车企为

由，也将导致车企盲目乐观，不

求上进， 造成技术研发上的惰

性，不利于技术进步。

2012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提出，当前重点推进纯电

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业化， 到

2015

年纯电动汽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

销量力争达到

50

万辆。 从目前

进展情况来看， 要实现这一目

标阻力重重。 今年

7

月

12

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推动

节能环保和再生产品消费，政

府公务用车、 公交车要率先推

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同步完善

配套设施。 而市场更大的却是

私家车领域， 依然面对配套设

施建设不足、 电动汽车性能不

佳等多个问题。

现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需要城市与城市之间共同

合作，而不应为一己私利分割市

场，地方保护主义亟待消除。

用气高峰遭遇气价上调尴尬

天然气发电或遇阻

□

本报记者 汪珺

今夏罕见的高温席卷华东，

但由此带来的燃气电厂用气高峰

正在遭遇气价上调的尴尬。 市场

机构安迅思息旺能源调查， 各地

非居民天然气门站价格陆续上

调，导致各大燃气电厂成本上升，

生存困境加深。该机构认为，未来

华东燃气电厂的发展或遇阻力。

遭遇尴尬

国家电力调控中心数据显示，

7

月

25

日，全国日发电量达

168.67

亿千

瓦时，冀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湖南

7

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均

创历史新高。 在燃气电厂较为集中

的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当地燃气

电厂用气量较去年同期明显上升。

电厂用气高峰之际， 恰逢国家

发改委调整天然气价格。 尽管气价

调整通知规定， 政府将尽量在发电

企业供气环节及政府补贴方面予以

支持，但在浙江、江苏等燃气电厂较

为集中且用电量较大的省份， 燃气

电厂多表示补贴不到位， 成本压力

仍十分明显， 亏损情况或进一步加

剧。 其中，浙江省的燃气电厂数量位

列前茅，燃气发电的压力尤为明显。

此次价改后， 浙江省是较早

出台调整燃气电厂天然气销售价

格的省份，其燃气电厂的销售价格

区间为

3.13-3.28

元

/

立方米， 较此

前的

2.41

元

/

立方米上涨约

29%

。同

时， 上网电价也从

0.744

元

/

千瓦时

调整至

0.904

元

/

千瓦时， 上调

21.5%

，旨在转嫁部分成本。

但据浙江省某燃气电厂人士

表示， 虽然上网电价顺势上调，但

仍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成本。浙江

省发改委相关人士则称，政府对燃

气电厂发电一直有相应补贴，此次

电厂采购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上升，

政府的压力也逐渐变大。

据安迅思息旺能源了解，江

苏省的燃气电厂也面临相同问题。

江苏省当地某燃气电厂人士称，此

次气价调整后， 该电厂的使用气

量，存量部分维持

2.42

元

/

方价格不

变， 增量部分则按

3.30

元

/

方计算。

“

3.30

元

/

方的增量气价格， 对于电

厂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只有希望政

府尽快调整上网电价来减少电厂

的成本压力。 ”该电厂人士称。

江苏省物价局相关人士则表

示，目前江苏省燃气电厂的上网电

价仍保持在

0.605-0.656

元

/

千瓦时

左右，因为需要考量的因素较多，包

括上涨的电价最终由谁承担，因此

暂时还没有调整上网电价的计划。

天然气发电或遇阻

安迅思息旺能源分析师认为，

对于大部分燃气电厂来说，气价与

上网电价之间的不匹配一直存在，

此次价改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加

剧。 未来地方政府在审批天然气发

电项目的时候将更加谨慎，天然气

发电项目的上马或出现放缓迹象。

燃气电厂的生存主要依托当地

政府的支持和补贴，“要想减少燃气

电厂的成本， 目前也只有上调上网

电价这个方式。 若上网电价不动，那

么政府可能要为采购成本上升埋

单。 ”上述江苏省物价局人士表示。

“根据浙江省的规划，到

2015

年，浙江省天然气发电量需要新增

800-900

万千瓦。 新增燃气电厂，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投入。 ”浙江省

发改委人士指出，由于天然气价改

导致采购成本上升，加之燃气电厂

对天然气的需求量较大，地方政府

很难再有充足的资金来大力支持

燃气电厂发展，未来燃气电厂的审

批或将更加严格。

去化速度提升

北京住宅库存逼近年内低点

□

本报记者 于萍

尽管近三个月来北京期房住

宅月均供应量都超过

5500

套，但

由于市场去化速度提升， 住宅库

存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且再次接

近年内最低点。

库存量下滑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数据

显示，

8

月中上旬，北京市新建住

宅签约套数为

6407

套，环比上涨

了

43.8%

； 二手房住宅签约套数

为

6307

套，环比下跌

2.4%

；合计

签约量达到

12714

套， 环比上涨

了

16.5%

。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

截至

8

月

20

日， 全市可售住宅总

量共

61792

套， 已经逼近年内最

低点

60674

套。

2012

年

3

月下旬，

市 场 可 售 住 宅 总 量 曾 达 到

124410

套的最高峰。 尽管此后由

于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纳入

统计范围内的库存量减少了

30000

套， 但是从今年的变化来

看，库存量仍出现下降。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

伟表示， 近三个月北京期房住宅

月供应都在

5500

套以上， 明显超

过之前。 但库存依然呈现减少的

趋势。近期日光盘频出，市场需求

正在急速释放。

在需求放大的同时，开发商

的供应量依然保持平稳。 亚豪

机构数据显示，

9

月份北京预计

将有

26

个项目开盘入市。 “虽然

上半年住宅用地密集出让，但

是基于大部分房企开发能力及

周转率的影响， 多数项目仍将

在明年之后才能逐渐面市。 ”亚

豪机构副总经理高姗表示，市

场供应不足的局面会持续至今

年年底， 到明年年初或将出现

转折。

中心城区供地减少

近年来北京土地供应侧重于

郊区， 城市核心区住宅用地供给

大幅减少。 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

心数据显示，

2010

年至今的四年

时间里， 北京四环以内仅出让了

十宗住宅用地， 累计规划建筑面

积

120

万平方米。

中心城区供地减少不仅造

成住宅项目供应停滞，在稀缺性

作用下，仅存的核心区可售项目

定价高企，带动北京中心城区的

价格一路上扬。 亚豪机构统计，

今年前

7

个月， 北京四环以内仅

新增供应

395

套商品住宅， 但同

期销量却高达

3641

套，四环内以

1:9.2

的供需比创下近八年新高。

严重的供需矛盾导致今年前

7

个

月北京四环内商品住宅的成交

均价达到

42259

元

/

平方米， 同比

上涨

24%

。

以位于北四环鸟巢畔的盘古

大观为例，该项目推出

660

平方米

的大宅， 套均售价达到

7000

万元

以上的。由于兼具自然资源、城市

资源两大优势，仅

7

月份，项目便

售出

5

套，销售额近

4

亿元。 据悉，

盘古大观即将完成“期转现”并开

始网签。

受土地供给枯竭的影响，北

京核心城区的供求矛盾由来已

久。 近两年来，四环以内商品住

宅库存以每年

4000

余套的速度

减少。 据亚豪机构统计，

2011

年

8

月，北京四环以内的商品住宅

库存量曾高达

16342

套，

2012

年

8

月则降至

11851

套。 目前， 北京

四环以内仅剩

7503

套可售商品

住宅。

争夺移动互联网入口

阿里巴巴力推“来往”狙击腾讯微信

□

本报记者 王荣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那一天

结束之时， 谁的非同事活跃好友

数量最多，谁就胜出啦！第

1

名，奖

励

10

万元人民币现金。”阿里巴巴

集团

CEO

陆兆禧的一份内部邮件

将一直低调的移动社交平台 “来

往”推上台前。

中国电信刚携手网易推出

“易信”，虽然用户体验有待完善，

但在苹果商店免费榜上， 其已超

过“微信”登上第三名的位置。

此时，阿里又高调推广“来往

”，被视为对“微信”的再挑战。 显

然，互联网巨头间，围绕移动通讯

社交的扩军备战已经开始。 易观

国际高级分析师薛永锋认为，目

前中国移动

IM

市场上，虽然“微

信”一家独大，但并不是没有任何

机会。

据了解，作为阿里巴巴社交

平台的布局，“来往”于

2012

年

7

月在

iOS

客户端上线。 其定位于

贴近人们生活的社交产品，关

键词是 “移动”、“生活化”、“熟

人”。 不过，在过去一年里，阿里

巴巴并未投入特别多的资源推

广“来往”，相反是“微信”增长

势头迅猛。

阿里此次也并没有公布 “来

往”具体的下载量和活跃用户数，

有使用“来往”一段时间的用户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往” 的通

讯体验较友好， 语音聊天的音质

用起来更佳， 还具备了语音私聊

的阅后即焚功能， 对一些私密性

话题有很好的保护。 “微信”个性

贴图表情要收费，而“来往”的表

情不但免费，还有点像

line

的清新

风格。

除了“来往”外，阿里巴巴针

对 “微信” 的一系列动作已经展

开， 包括之前上线的 “微博淘宝

版”，而支付宝也将在移动客户端

支付宝钱包中增设“公众平台

/

账

号”功能，“侧重金融类、服务聚合

类以及有长期营销需求的大型品

牌”，而这恰是“微信”也希望进入

的领域。另外，还有手机购物软件

“微淘”， 用户已经可以直接进行

交易。

渣打银行中小企业信心指数回落

□

本报记者 于萍

渣打银行最新公布的中小

企业信心指数显示，今年二季度

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为

52.04

，

在一季度大幅上涨后出现回落，

环比下降

4.47

个百分点。

渣打银行称， 随着中国经

济增速逐步放缓， 受访的中小

企业对经济环境复苏持谨慎观

望态度，运营、投资及融资信心

指数下行。

具体来看，分类指数中的宏

观信心指数、 运营信心指数、投

资信心指数和融资信心指数分

别为

47.36

、

54.92

、

56.97

和

48.90

。

各分类指数在二季度均有不同

幅度下降。 其中，宏观信心指数

和融资信心指数下降最为明显，

分别比一季度下降

7.48

个百分

点和

7.97

个百分点；运营信心指

数、 投资信心指数分别下降了

1.89

个百分点和

0.54

个百分点。

除食品业以外，各行业信心指数

均有所下降，尤其是机械及设备

制造业和化学矿物及医药业下

降较多。

调研显示，二季度的产能利

用率较一季度有所下滑，

24.2%

的企业表示产能利用率有所上

涨，较一季度回落

4

个百分点。 二

季度，

8.8%

的企业表示提高了产

品销售价格，

23.2%

的企业表示

降低了产品售价。 与一季度相

比，提价的有所减少，而降价的

则有所增加。

在经营成本方面，约三成受

访企业认为原材料价格将会上

涨， 比一季度下降约

20

个百分

点，约两成的企业认为原材料价

格会降低；

37.5%

的企业表示采

购运输成本有所上涨；而认为运

输成本基本持平的企业则大幅

上升至

52.7%

。

东南网架将获国家补助资金

□

本报记者 高晓娟

东南网架

22

日公告， 公司收

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的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建筑行业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

化示范工程项目实施工作的通

知》，根据文件精神，公司将获得

2400

万元的国家补助资金， 用于

装配式钢结构住宅技术创新及产

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建设。 这也是

迄今为止首个获得国家发改委及

住建部在钢结构住宅建设领域的

相关工程项目。

2013

第五届中国电池技术创新

(

上海

)

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