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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业绩有望超预期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风电装机制造龙

头企业金风科技，在

2013

年三季度业绩迎来大

幅反转的基础上，

2014

年公司全年业绩有望超

出预期，为投资者交出靓丽答卷。

据中国风能协会初步统计，

2013

年中国风

电新增装机容量

1610

万千瓦，其中，排名前十

的整机制造商分别是：金风科技

360

万千瓦，联

合动力

148.7

万千瓦，明阳风电

126.9

万千瓦，远

景

125

万千瓦， 湘电

113.2

万千瓦， 上海电气

101.4

万千瓦，华锐风电

89.6

万千瓦，海装

78.7

万

千瓦，东气

68

万千瓦，运达

54

万千瓦。

近些年，伴随着利润率大幅下滑，中小风电

设备企业逐渐退出，市场集中度开始提升，龙头

企业的市场份额出现逐渐扩大趋势。

2013

年上

半年新增装机中， 前十大风电整机供应商所占

的市场份额已经从

2012

年的约

80%

上升到

90%

。

而最新数据显示，

2013

年金风科技新增装机占

全国新增装机的五分之一以上。

据国信证券统计，截至

2013

年三季度，金风

科技在手订单达到

7831

兆瓦， 在三季度单季度

收入确认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三季度末相比二

季度末订单量的基本稳定证明公司三季度接单

仍然保持旺盛增长， 而充裕的在手订单储备也

保证了公司

2014

年收入的增长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3

年

10

月下旬发布三

季报以后，金风科技迎来了近

30

家机构的频繁

调研。 目前机构普遍预测，其

2013

年全年业绩

有望增厚

5

分钱，至

0.17

元左右，对应目标价格

在

10

元

/

股以上。 (王颖春)

装机容量提高24%�招标价格提高15%�利用小时提高5%

风电“数九寒冬” 感受暖暖幸福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尽管市场普遍认为风电行业已无增长或

增长放缓， 但2013年的实际情况却不尽然，近

日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让在“数九寒冬” 苦挨已

久的中国风电产业感受到了暖暖的 “幸福” ：

风电装机容量提高24%， 招标价格提高近

15%，利用小时提高100小时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 上述数据将在2014年一二

季度完全反映到相关企业的业绩上来，考虑到并

网条件的逐步改善和利好政策的陆续出台，未来

几年风电新增装机仍将维持20%以上的增长。

逐步走出低谷

2013年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风电行

业已经从2012年的低谷中彻底走出来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中国风能协会获悉，

经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1610万千瓦， 较2012年的1296万千瓦大幅提高

24%，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已突破9000万千瓦。

尽管仍低于2013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预

设的目标，但2013年的新增装机数据显示中国

风电回暖形势明显。 这点从风电机组招标价格

趋势上也得到印证。 2013年，风电机组招标价

格已经从2011年6月的最低点3600元/KW回

升到4000元/KW，回升幅度接近15个百分点。

中国风能协会名誉理事长施鹏飞认为，

2013年风电回暖的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财政

部开始垫付可再生能源附加补贴，这极大缩短开

发商拿到补贴的时间，从而对整个产业链形成利

好；第二，煤炭价格下降，导致五大发电集团整体

资金状况向好，使其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新能源领

域。“此外，大家也知道不能再恶性压低招标价

了，毕竟机组质量差了，最终影响的还是开发商

的发电。 ”施鹏飞说。

2012年风电第一次采用全国集中招标的

模式，其招标量相比2011年同比出现了急剧的

下滑， 从2011年总招标量的20.8GW下滑到

2012年的8.3GW，新增装机当年也下滑30%到

约13GW。 而2013年， 国家先是审批了约

30GW的风电项目，同时，招标同比出现大幅

度增长，2013年上半年招标量达到了8.8GW，

同比增长了100%。

国信证券分析师张弢认为，2013年招标量的

提升，将在2014年的企业财务报表中得以体现。

限电得到缓解

而以往对风电产业发展最为要命的限电

问题，在2013年也得到了有效缓解。 据国家能

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透

露，2013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超过

2000小时，较2012年的1900小时高出100小时

以上。“即便是蒙东等以往限电严重的地区，平

均利用小时也超过1900小时。 ”

限电问题的缓解，与国家电网加大对风电

新能源的输送力度有直接关系。 国家电网新闻

发言人张正陵给出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家电

网调度范围内 （包括蒙西） 的风电装机达到

7037万千瓦，增长24%，全年风电发电量1290

亿千瓦时，增长33%，平均利用小时数2046小

时，较去年增加143小时。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1月25日，国家电

网哈密-郑州的800万特高压输电线路将正式

投入商业运行，该线路将实现百万千瓦级以上

的风电、光伏和火电打捆输送，传输距离超过

2200公里。 该线路的投运，标志着通过特高压

远距离外送新能源真正迈出实质性步伐。 张弢

认为， 该线路建成将刺激新疆约7GW风场建

设，从而利好整个产业链。

张正陵还透露， 国家电网未来在甘肃、内

蒙古、东北将陆续有类似项目启动。 其中，甘肃

酒泉-湖南的特高压项目已经获得路条， 目前

科研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将核准开工建

设。 另外，冀北地区限电严重，国家电网已考虑

在该地区建设500万千伏输电线路， 目前已经

完成“三通一平” 工作。

政策再添新柴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除上述数据显示

出的一系列利好外，2014年风电还将迎来几项

政策利好。

据史立山透露，新年肇始，国家能源局刚

刚发出 《关于做好海上风电建设的通知》，

2014年能源局将选择部分省份重点确定几个

海上风电投资项目。 在海上风电因种种原因沉

寂几年后，2014年能源局将把做好海上风电建

设工作视为全年重要工作之一。

另据了解，一直酝酿中迟迟未能出台的《可

再生能源配额管理办法》，也有望在近期出台。办

法将对发电企业、电网公司和各省中的可再生能

源比例提出明确配额，如果该政策明确，无疑将

促使上述几方上马更多风电和光伏类项目。

此外， 据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透

露，科技部今年也将再启动一批支持风电发展

的科技项目。

随着风电技术的进步，目前我国风力发电对

风速的要求，已逐渐从7m/s降到了5.5m/s，按此

计算，我国将增加10亿千瓦的风电资源。 种种迹

象显示，我国风电建设布局已经从高风速的三北

地区逐渐转移至中低风速的华中华东。2014年仅

湖南一省就计划上马200万千瓦风电， 初步规划

的风电装机规模在1600万千瓦左右。

张弢认为，发电装机摈弃并网条件差的地

区而逐渐向并网条件较好的地区转移，对风电

运营企业的发电利用小时数和风电整机企业

的出货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业内人士认为，按照目前进程，2015年1亿

千瓦、2020年2亿千瓦的风电装机规模将轻松

实现， 再考虑到未来海上风电的建设规模更

大，我国风电发展并非是落日黄花，而是风华

正茂。2014年整个行业持续2013年向好态势的

可能性极大。

不过，有关部门已开始在考虑下调风电上

网电价，如果最终价格下调，将降低开发商的

盈利水平，从而给下游的整机制造和零配件产

业链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粘胶纤维企业春节前提价

行业景气度有望上升

□本报实习记者 张玉洁

日前， 粘胶纤维生产龙头企业选择在淡季

提高出厂价，三友化工、江苏翔盛和赛得利的出

厂价上调幅度均为200元/吨。 这三家公司的粘

胶纤维产量约占国内总产量的30%， 它们的提

价行为对行业上下游均将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

市场反馈情况来看，下游接受度尚可。 三友化工

销售部门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春节

后将是纺织行业传统旺季，预计进入3月后粘胶

短纤的出厂价还会继续提升。

价值回归之举

三友化工销售负责人介绍， 此轮提价是受

多重因素影响。

首先， 提价是价值回归。 受去年年底“钱

荒” 影响，银行收紧信贷后，一些粘胶企业为了

迅速回笼资金而采取低价抛货，受此影响，粘胶

价格快速下滑。此次提价前，粘胶的出厂价已经

接近甚至低于成本价格， 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经

营和利润。 随着“年关” 过去，企业已不再需要

低价出货来回笼资金，因此提价预期逐渐强烈，

提价目前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

提价也是为提振行业信心。 春节前是重要的

备货期，此时原材料提价，有助于提振下游厂商对

行业的信心。同时，来自下游厂商的需求也形成了

价格支撑。 目前不少纺纱和织布企业的原料库存

均处在低位。预计春节后，随着下游生产厂商开始

开工，粘胶纤维的市场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

在谈及涨价幅度时，该负责人表示，以目前的

出厂价来看，10%的价格波动尚在正常范围内。

安信证券报告分析称， 假设粘胶短纤均价

上涨1000元/吨，可增厚三友化工、澳洋科技每

股收益分别为0.16元、0.28元。

此前， 三友化工和澳洋科技均发布了业绩

预增公告。 受益于粘胶短纤的产能扩大，三友化

工预计201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大增270%以上。

行业长期看好

此次提价是否意味着行业的拐点已至？ 业

内人士看法不一。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本次提价是对粘

胶短纤价格与盈利底部的确认。 而三友化工人

士认为， 目前还难以判断是否是粘胶纤维的价

格拐点。自2008年开始，随着外需不振和国内竞

争加剧，国内粘胶行业出现产能相对过剩，目前

行业仍未摆脱产能过剩困扰， 预计2014年行业

将大体延续2013年的走势， 海外市场需求复苏

将使行业景气度部分上升。

粘胶作为棉花的替代品， 棉花相关政策影

响着粘胶的价格走势。 据了解，2014/2015年中

国将取消棉花收储制度， 同时将首先在新疆试

点棉花直补，预计该项措施将使棉花价格下降。

目前国储棉价格处于高位， 棉花储备需要时间

释放。 同时，棉花有10个月左右的生长周期，该

项政策对于棉花价格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一步

到位， 预计至少要到2015年上半年才会有所显

现。 除此之外，目前农民种棉积极性不高，粘胶

纤维作为棉花替代品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广发证券认为，2014年行业新增产能有限，

2015年以后无明确的新增产能， 行业供给格局

将得到持续改善， 相关公司三友化工、 澳洋科

技、南京化纤和新乡化纤业绩有望进一步提升。

工信部公示

首批铝业合规企业名单

工信部近日公示第一批拟公告的符合《铝

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12日，受此利好消息

提振，铝业股走强。 中国铝业将近涨停，云铝股

份上涨5.45%，中孚实业上涨4.1%。

工信部称，根据《铝行业规范条件》，经企

业申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专家

复核，现将拟公告的符合《铝行业规范条件》企

业名单（第一批）予以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期为2014年1月10日至1月24日。

工信部去年7月出台《铝行业规范条件》，

以遏制重复建设和未经批复的违规产能。 工信

部指出，不同于以往新建项目的核准、审批或

行政许可，《规范条件》关注布局与规模、产品

质量、工艺与装备、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社会责任等企业应具备

的基本条件，是对现有铝工业实施全口径的行

业规范，引导国内现有铝产业健康发展。 现有

企业只要符合这些基本条件，就能自动纳入国

家铝行业的规范管理，因此《规范条件》将有

助于对现有铝企业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环境。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山东的信发铝业、魏

桥铝业都不在本次公示名单中， 这两年在建电

解铝最多的新疆电解铝企业也没有一家上榜。

而中国铝业和云铝股份成为最大赢家， 分别有

11家和5家企业符合规范条件。 (钟志敏)

电子信息产业低速增长

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成看点

□本报记者 傅嘉

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工

信部赛迪智库、 中国电子报承办的2014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年会1月10日在京举行。 会上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处于低

速增长区间，工业增加值和产值增速逐步减缓，

出口明显下降，投资略有回升，除通信设备制造

业之外的主要子行业增速均低于13%。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所长安晖在

会上表示，展望2014年，行业的利好政策有望陆

续出台将是基本面的助推器， 但出口的弱势短

时间内难以改变，受制于转型升级压力，产业可

能会处于长期缓中趋稳的发展态势中。

行业“低空飞行”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3年前11个月， 整个电

子信息产业的收入已经达到11.24万亿元。 赛迪智

库测算，去年全年产业规模将达到12.4万亿元，同

比增长13.8%。 虽然行业依然保持增长，但与2012

年产业同比增速19.7%相比，去年产业的增速已经

有所放缓，总体的景气度不容乐观。

出口低迷不振和内需市场需求规模有限，是产

业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2013年1-11月，我国电子

信息制造业的出口率是13%，并呈一路走低趋势。前

11个月软件产业规模同比增长13.7%， 考虑到前几

年软件行业增幅均在20%以上，整体难言乐观。

电子信息产业前11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虽然有所回升， 但是仍然低于同期工业投资增

速4.7个百分点，与资本市场对电子行业的热捧形

成鲜明反差。 展望2014年，赛迪智库认为，在大周

期不景气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受到压制，

全年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低位。

安晖表示， 影响2014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

出口和投资的因素主要有三： 一是徘徊复苏的

国内外经济将对产业复苏造成负面影响， 二是

外资拉动效应会继续减弱， 三是社会资本可能

会处于观望态度。 在这三个因素作用下， 预计

2014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和投资增幅可能

会分别保持在11%和15%左右。

五大问题待解

与当前的传统制造业一样，电子信息行业技

术升级与转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赛迪智库认

为，展望2014年，产业仍面临着五大严峻问题。

首先是技术设备落后制约，当前我国尚未摆

脱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受制于人的局面，这在集

成电路领域尤其明显。第二是当前产业处于从做

大到变强的关键时期，但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逐步

增强，加大了产业转型的压力，产业内众多企业

转型升级难度会加大。第三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

竞争已经从企业竞争进入到产业链竞争阶段，而

中国近几年自腾讯、 百度、360等企业成长起来

后，已经很多年没有强势的新兴企业出现，这样

的局面会阻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持续的创新发

展。 第四是产业特征认识不够，造成无法及时捕

捉新的机遇。 第五是国际贸易壁垒有所抬头，将

阻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和企业走出去。

安晖认为，2014年产业的投资热点将主要

集中在集成电路国产化、整机产业、信息技术与

传统产业融合这几大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包括物联网、宽带中国、信

息消费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文件。 考虑到政策执

行的时效，2014年产业的利好政策还将陆续出

台，比如集成电路产业有望上升到国家战略，而

光伏领域也将得到更多关注，云计算经过几年的

热炒和风起云涌之后指导性文件也将出台，将推

动我国云计算领域快速发展。

九省级高新区

获批国家高新区

科技部网站13日消息称，近日，国务院批

复吉林通化医药高新区、江苏南通高新区、浙江

衢州高新园区、福建漳州高新园区、湖北荆门高

新园区、辽宁阜新高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

河子高新区、宁夏石嘴山高新区、内蒙古呼和浩

特金山高新区等9家省级高新区为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至此，国家高新区由原来的105

家增加至114家。

这些高新区多成为上市公司的聚集地。 目

前，通化医药高新区聚集规模以上医药企业44

户，通化东宝、修正药业等7户企业已发展成为

集团公司，通化东宝、通化金马为上市公司，9户

医药企业被重新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南通高新区有综艺股份、金飞达、江海股份

等上市公司。

此外， 还有多个高新区已经制定了发展规

划。 福建漳州高新园区计划到2015年高新区内

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的比例高于60%，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300家，

新增上市企业至少3家，年销售额超百亿元的高

新技术企业2家以上， 年销售额超50亿元的高

新技术企业3家以上， 培育年产值超500亿元、

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各1个。 江苏南通高新区计

划到2015年建设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和沿海开

发的创新引领区， 成为南通长三角北翼经济中

心和门户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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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裕重工

拟成立高端铸件子公司

通裕重工拟投资1.35亿元成立全资铸造子

公司，加强对铸件生产的精细化管理，促进公司

产品结构调整。据悉，铸造子公司的风电轮毂产

品将和公司现有风电主轴产品形成配套产品销

售，目前已获得客户认可。

公司是国内新兴的重大装备核心部件研发

制造企业，已形成集大型锻件坯料制备、锻造、

热处理、 大型成套设备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 公司树脂砂铸造生产线的建成投产为

铸造子公司的独立运营创造了条件。 该生产线

2012年5月建成投产， 采用国内先进水平的树

脂砂造型、 制芯生产工艺技术， 可一次性提供

200� 吨铁水。 树脂砂铸造生产线建成投产以

来，公司加大高端铸件产品的研发投入，先后开

发出了风电轮毂、大型内燃机机体、大型冶金铸

造模具等新产品，通过小批量试产及投放市场，

获得了用户的认可， 目前已具备了大规模批量

化生产的技术及生产条件。 (董文杰)

搜狐新闻客户端出4.0版

“搜狐新闻客户端4.0版本是一款为4G而

生的新闻客户端产品。 ” 13日，搜狐新闻客户端

伙伴年会在京举行， 搜狐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张朝阳如此推介4.0版本，该版本也成

为首个推出“个性化” 阅读功能的门户新闻客

户端。

搜狐集团产品副总裁方刚介绍， 搜狐新闻

移动端的总页面浏览量在2013年增长200%，

目前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安装激活量1.85亿，入

驻媒体和自媒体总数超过6000家，其中自媒体

已超过3000人。

这也使得搜狐新闻客户端的市场占有率稳

步提升。艾瑞统计，搜狐新闻客户端持续增长率

超过30%，并以35%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高

出二、三名近10个百分点。

移动互联网时代， 新闻客户端成为用户获

取资讯的重要途径， 经过2012、2013年的跑马

圈地式发展，用户规模达到数亿，市场格局已经

初步形成。 方刚表示：“搜狐新闻客户端4.0版

纳入个性化阅读功能， 以解决门户一直无法解

决的长尾问题，而‘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产品将

破解目前主流新闻客户端从内容到形式的严重

同质化问题。 ” (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