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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复苏添变数

美对华光伏二次“双反” 来袭

□本报记者 郭力方

美国商务部6月3日宣布初裁结果， 认定

从中国进口的晶体硅光伏产品存在补贴行

为。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初步认定中

国出口到美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获得不公平

政府补贴，补贴幅度为18.56%至35.21%。 基

于补贴幅度的初裁结果是， 美国商务部将通

知美国海关对中国出口的上述产品征收相应

的保证金。

这是继2012年11月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

征收高额反倾销、反补贴税之后，美国政府再

次对华输美光伏产品抡起“双反” 大棒。 分析

指出，当前国内光伏行业持续复苏，海外市场

仍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美再对华抡起 “双

反” 大棒，一方面会对国内光伏企业在美市场

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恐会引起一些新兴市场国

家的效仿，行业复苏或徒添变数。

影响出口额或达30亿美元

今年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进

口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

并调查，同时对原产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光伏产

品启动反倾销调查。

业内人士纷纷指出，此次美国“双反” 的

范围新增了台湾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自上次美

征收“双反” 税至今，为了尽量稳固美国市场，

众多大陆光伏企业纷纷到台湾地区投资设厂，

以规避“原产地来自中国大陆” 这一“双反”

条款的影响。

“但这一次，美国为了维护其利益，显然是

将众企业 ‘绕道台湾’ 找代工的路慢慢堵上

了。 ” 中可再生能源学会一位专家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未来留给企业的选择要么是更彻

底地放弃美国市场，要么就只有舍近求远到亚

非拉其他国家寻找代工。

据中国权威部门统计，在去年中国光伏产

品出口总额中， 出口到美国的占比为13.64%。

按美国方面预计， 今年光伏安装量约在5GW

至6GW，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组件产品。 而据

上述可再生能源学会专家预计， 美国新一轮

“双反” 将影响中国光伏产品出口20亿-30亿

美元。

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近日指出， 中国光

伏企业刚刚走出低谷，还处在乍暖还寒状态，

一旦被美国征收高关税， 将有一大批企业倒

下去。

恐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对华光伏行业启动新一轮 “双反”

的影响， 并非止于其本身。 业内人士早有担

忧， 近年来欧美国家轮番掀起的针对中国光

伏行业的“双反” 调查，可能会引起另一些国

家的效仿。

事实上， 这种担心已经被证实非空穴来

风。 早在2012年美国率先发起对中国光伏产

品“双反” 调查之时，一些国家便已开始蠢蠢

欲动。 2012年11月23日，印度反倾销局宣布对

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的太阳能电池进

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今年5月13日，印度反倾

销局裁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倾销幅度分别

为100%至110%、70%至80%， 损害幅度分别

为90%至100%、65%至75%。仅过去一天，5月

14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自中国进口的光伏组件和面板发起反倾销

调查。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面对传统的欧

盟、美国庞大市场的逐步萎缩，近年来国内光

伏企业纷纷加紧向日本、东南亚及中东等新兴

国家转移产能，以寻找替代市场，这已引起这

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最新消息显示，

日本目前也在酝酿对中国光伏产品提起 “双

反” 调查。

民生证券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美国对华光伏产品出口二次“双反” 比预期来

得要快，但部分龙头厂商早闻风而动，此前已

纷纷加大对美国市场出货力度，产能利用率较

高，预计到今年年底新“双反” 终裁结果出来

之前，国内光伏企业对美出口短期内不会受到

明显影响，输美产品价格暂时仍可企稳。

广东部署深化金融改革

广东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深化金融改革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意见》。 作为总体目标，意

见提出，到2020年，全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

水平明显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增

强， 金融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决定

性成果， 金融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 金融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9%，粤东西北地区金融基础服务功能更加

完善， 促进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服

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全面建成珠江三角洲金融

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成粤港澳紧密联系、在

亚太地区具有较强集聚辐射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区域。

意见提出，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加快金

融要素市场建设。 以市场化方式整合现有产权

交易市场， 建设全省统一的综合性产权交易平

台。推动现有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重组，打造广东

上市银行板块，支持有条件的省属企业、社会资

金参与农商行、城商行、农信社等地方性金融机

构增资扩股和改制。 扩大民间资本金融市场准

入，加快金融重大平台建设，省市联动共同推进

广州、 深圳区域金融中心和珠海横琴、 深圳前

海、 广州南沙及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等重

要金融聚集区建设。

意见提出，拓宽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

善小微企业融资风险分担机制，深化“政银保”

合作，推广建立政府出资引导、融资性担保机构

市场化运作、 共担风险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

偿机制。打造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推

动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鼓励和规范众筹网站、

网络借贷平台等新兴业态发展。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意见提出，在

现有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形成全省深

化农村金融改革总体方案。 完善农村基础金融

服务体系，在设立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小额贷

款公司审核审批方面进一步向粤东西北地区倾

斜，加快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

意见还提出， 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振兴

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拓宽粤东西北地区城

市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深化与国家开

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 探索以政府平台和

社会资本构建的开发主体为融资对象、 以土

地基金为资本金主要募集方式、 由工程总承

包商提供信用担保、 大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跟

进贷款的土地开发融资新模式， 积极创新利

用保险资金、资产证券化、市政项目债券、企

业债券等融资手段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珠三角地区金融资源向粤东西北地区流

动。 (李香才)

广东下半年分阶段推广使用国Ⅴ燃油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继北京和上海之后，广东省宣布从今年7月

1日起分区域分阶段开始推广使用国V汽油和

柴油。 这也是第三个提前迈入国V时代的省

（市）。 根据环保部计划，轻型汽车国V排放标

准将于2018年1月1日在全国实施。

业内人士认为， 机动车污染日益受到重

视，各地大气质量的恶化有望倒逼油品升级提

前。 国V标准的实施， 除了对新车市场有影响

外，对二手车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不符合排

放标准的二手车将转移到其他尚未实施国V标

准的地区。

广东推广国V燃油

广东省政府日前下发通知， 要求从今年下

半年开始， 分阶段推广使用国Ⅴ车用汽油和车

用柴油工作。

根据广东省政府下发的通知， 广东此次国

V燃油工作的推广并非全省同步实施， 而是将

下辖区域分为两部分。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惠州、东莞、中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

清远、 云浮等14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加油站，自

2014年7月1日起全部销售国Ⅴ车用汽油；自

2015年4月1日起全部销售国Ⅴ车用柴油。汕头、

韶关、河源、梅州、汕尾、潮州、揭阳等7市行政区

域内所有加油站， 自2014年10月1日起全部销

售国Ⅴ车用汽油； 自2015年7月1日起全部销售

国Ⅴ车用柴油。

实际上，今年2月广东省政府公布的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方案中就提到，加快油品质量升级，

从2014年起，全省全面供应粤IV车用汽油和国

IV车用柴油；抓紧发布粤V油品标准，2014年底

前珠三角地区全面供应粤V车用汽油；2015年6

月底前，全省全面供应粤V车用汽油和国V车用

柴油。

环保部2013年9月公布了轻型汽车国V排放标

准，汽油车的氮氧化物加严25%，并增加了污染

控制新指标颗粒物粒子数量等指标。 该标准

2018年1月1日将在全国实施， 而广东则将提前

迈入国V时代。

北京上海走在前列

业内人士介绍， 即使现有汽车不做任何调

整，使用符合第五阶段标准的汽油和柴油，汽车

尾气中的有关污染物也将减少。

在雾霾天气逐渐增多的背景下， 油品升级

成为各个地方防治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

湖北提出，在2013年底前全面供应国IV车用汽

油的基础上，2014年底前全面供应国IV车用柴

油；2017年底前，全面供应国V车用汽柴油。

面对大气污染的加剧， 区域联动也成为一

个杀手锏。 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控计划提出，长三

角区域要率先实施更高要求的机动车排放标

准， 江苏和浙江自2016年起将实施汽柴油国V

排放标准。

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孟

良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广东

之前，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实施国V燃油标准。

自2013年2月1日起， 北京市对新增轻型汽

油车实施京V排放标准， 自2013年3月1日起停

止在京销售和注册登记不符合京V排放标准的

轻型汽油车。而且，北京市已具备实施第五阶段

轻型汽油车排放标准的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在

2013年9月环保部公布国V标准后，立即废止京

V标准，改为提前实施国V标准。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实施第五

阶段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从2014年4

月30日起，对在上海市办理注册登记（含外省

市转入） 的轻型点燃式发动机汽车以及在本市

使用的公交、环卫、邮政行业重型柴油车，实施

第五阶段国家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示范城市网购者过半 电商6月“战” 服务

□本报记者 王荣

通过“10亿元的红包”预热，京东拉开6月促

销帷幕；国美在线随即叫板，宣布将投入32亿元现

金券；当当网则针对京东喊出“踢爆6.18”口号。

“看似电商又将掀起价格战，但目前只不过

是一些促销口号而已。 ”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京

东与阿里两个巨头均处上市缄默期，因而6月的

网购促销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

阿里研究院6月4日发布《2013中国城市电

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显示，53个“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 中， 网购消费者数量占比超过了

55%。 这意味着，网购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价格或不再是敏感要素。

价格敏感度下降

处于上市后缄默期的京东没有公布促销的

成果， 但从各微信群里突然冒出来的“京东红

包” 可以看出，至少在移动端，京东的销售或有

较大的提升。

今年京东的“6.18” 将重点放在移动端，除

了配合促销时点正式上线微信一级入口， 京东

日前已经在其移动客户端开通微信登录功能,

并暗示紧接着将开通微信支付。 同时，C2C平台

拍拍网也将于下月5日重新上线，京东将藉此进

入C2C领域。

京东希望6月份再造一个购物节， 事实上，

京东促销确实有不少追随者。

自6月3日凌晨开始， 当当网一万多条微博

陆续被删除，目前仅有昨日发布的“6.8，从‘新’

开始” 的微博，这一异常举动很快引发众多网民

及行业人士的种种猜测， 或许预示着6月8日当

当网将有大动作。 据悉， 当当网6月将 “踢爆

6.18” 为口号，围绕图书、服装等品类展开行动。

与此同时， 国美在线宣布投入32亿元现金

券，自5月28日起启动为期32天的促销活动。 国

美在线宣称，“比京东贵就赔差价， 每天会有几

个破盘价，不限量。 ”

京东和阿里目前均处于缄默期， 二者少了

促销成果的实时通报，也令6月的电商促销少了

过往的热闹。

“这正是对促销效果的检验。 ” 业内人士指

出，各电商以往均是以价格战的名义开展促销，实

际上在具体品类上的降价并不明显， 价格战最后

多沦为口水战。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电商的发

展格局逐渐成形， 价格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竞争方

式，物流、售后等服务也是构成消费的重要部分。

线上产业带日渐庞大

阿里研究院6月4日发布的《2013中国城市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包括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广州等在内的53个“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中，零售网商数量占比已经超过

65%，网购消费者数量占比超过了55%。

报告指出， 近年产业集群企业大批转型上

网，由此催生线上产业带。据统计，截至2014年3

月， 在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在线产业

带超过250个。 2013年,淘宝卖家向产业带企业

在线下单形成的订单超过3500万笔。

电子商务生机勃勃，带动快递、网络营销、

电子支付、信息技术、运营服务等电子商务服务

业高速增长。 以快递行业为例，国家邮政局数据

显示，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公司完成业务

量达92亿件，其中超过60%来自网络零售。全国

快递服务业收入达1441.7亿元， 其中28个城市

的快递服务业收入超过10亿元。上海、深圳和广

州的快递服务业收入位居前三甲，分别达到257

亿元、126亿元和105亿元。

在上海、杭州、北京、广州、厦门等城市，伴

随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涌现出大量电子商务

服务商和电子商务园区，有的城市进入“电子商

务服务业集群化” 发展新阶段。

今年家电业收入增速或低于5%

智能家电仍处于导入期

□本报记者 傅嘉

苹果IOS8对智能家居的支持套件， 令家电

行业关注度回升。但纵观行业走势，2014年家电

行业全年增长乏力几乎已板上钉钉。 奥维咨询

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2014年全年家电行业销

售规模约为12370亿元，同比增长仅为3%。报告

认为，智能家电的比例稳步提高也是事实，2013

年智能家电的收入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元，但

总体而言该类型产品还处于导入期。

家电行业弱周期确立

奥维咨询报告认为，宏观经济稳步发展，为

今年家电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季度我国

GDP累计值为128213亿元，累计增长7.4%。 一

季度家电类销售表现抢眼，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

材零售总额高达1607亿元，增长9.23%。

不过， 由于刺激政策的退出效应仍未消退

且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下滑通道中， 因此

家电行业整体的状况难以乐观。报告预测，2014

年全年家电行业销售规模约为12370亿元，同比

增长仅为3%。 这一数字放眼近五年排名，列倒

数第二。

报告同时预测， 今年电商在家电销售渠道

的占比将继续提高。 2014年中国家电线下市场

规模将达11280亿元，线上规模将为1090亿元，

线上占整体比例将达8.8%。 而2013年线上渠道

的占比在5%左右。 线上市场规模结构中，大家

电、 小家电、 厨房电器的占比将分别为45.7%、

20.7%和33.6%。

智能家电方兴未艾

2013年，互联网势力强势介入，智能家居的

理念得到业内主流企业的认可， 全年智能化家

电销售收入已经达到1000亿元。

一位家电行业人士指出，2013年是智能电

视爆发的一年，但下半年以来白电企业如海尔、

美的、美菱等也开始推出智能家电产品，加之近

期以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推出路由器产

品时将家庭网关这一概念引入， 市场对智能家

电的发展持高度关注态度。

行业政策对智能家电的发展持积极扶持的

态度。2011年发布的《中国家用电器工业“十二

五” 发展规划》便提出以节能、环保、智能化为

技术发展方向，2012年发布的 《智能家用电器

的智能化技术通则》 更提出要规范智能家电市

场，引导智能家电发展方向。

奥维咨询报告认为，目前智能家电在国内的

销售规模已初步起量，但总体来说仍处于产能导

入期， 且国内目前对该类产品的定位并不明朗。

标准上的智能家电应当包含远程控制、家电网络

升级、远程维护和防盗报警等几大功能，但目前

国内的产品在应用上远远未全部涵盖以上要素，

在产品设计和功能植入上仍然相对生硬。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IOS8确定对智能家居

的支持和外资巨头对该领域的大手笔投入，未

来智能化将成为家电产品附加值的重要砝码。

奥维咨询报告预测，到2020年，智能家电的收

入规模将达10000亿元，不仅和现今家电业的销售

规模旗鼓相当，且技术上的替代也将十分明显。

轮胎翻新及废胎利用

企业首批准入名单公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工信部获悉，符合《轮

胎翻新行业准入条件》、《废轮胎综合利用行

业准入条件》首批企业名单日前公布，名单包

含11个省市的23家企业， 上市公司赛轮股份

在列。

工信部表示，本次公布的企业名单，经过了

企业申报、主管部门初审、专家复审和网上公示

等程序，并征得环保部的同意。

早在2012年7月，工信部公布《轮胎翻新

行业准入条件》和《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准入

条件》，明确要求，已建成的轮胎翻新企业年综

合生产能力要在2万标准折算条以上， 已建成

的废轮胎综合利用企业年处理能力不得低于1

万吨。

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 废旧轮

胎翻新市场逐步活跃，赛轮股份、黔轮胎等上市

公司纷纷加速在此方面的布局。 (王小伟)

外输电通道建设将加快

为进一步细化落实《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 近日国家能源局分别与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大气污

染防治外输电通道建设任务书》。 其中要求，

国家能源局与两大电网公司将加快推进内

蒙古锡盟经北京、天津至山东特高压交流输

变电工程等12条大气污染防治外输电通道

建设。

国家能源局表示， 将加快办理项目核准手

续，满足工期要求，对口联系地方政府部门，协

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落实各项

配套条件。 两大电网公司要分别制定所属项目

进度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与任务，落实责任

人，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

诸多迹象显示， 外输电通道建设正在成为

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过，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输电工程路

径选择难度增大， 走廊拆迁赔偿费用大幅度上

涨，一些地区甚至成倍增长，造成了输电工程费

用持续上涨。

根据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2011-2012

年投产电力工程项目造价情况》，2011-2012

年投产交流输电线路工程概算单位造价为

130.07万元/千米，决算单位造价为120.07万元

/千米，与2009-2010� 年相比较，概算、决算投

资均呈上涨趋势。 其中，南方电网500千伏工程

上涨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是2011-2012年南方

电网投产工程中广东等发达地区工程所占比例

较大，投资较高。

相关人士分析指出， 随着电压等级的升

高， 交流输电工程各部分概算造价也呈上涨

趋势，但是其输送容量也会增加。 750千伏工

程其他费用低于500千伏工程， 主要原因是

750千伏工程位于西北地区，建设场地清理费

用较低。 (王小伟)

新华社图片工人在检查将出口的光伏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