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氏能源资讯称

中国天然气进口再创新高

能源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资讯在最新一期的《国际天然

气报告》中指出，中国6月表观天然气需求总计139.1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7.9%，但环比下跌4.7%；今年上半年中国表观天

然气需求量总计达887.3亿立方米，同比上升9.2%。

普氏能源资讯根据净进口量以及国内产量计算出中国6

月的天然气总需求量。 中国海关总署7月22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6月管道天然气进口达211万吨，超过5月创下的200

万吨纪录，同比增长28.7%，再创历史新高；中国6月液化天然

气进口量达134万吨，同比增长7.4%。因此，中国6月天然气的

总进口量同比增长19.5%至345万吨。减去向香港和澳门出口

的1.8亿立方米天然气， 再加上6月中国国内生产的93.3亿立

方米天然气，普氏能源指出，中国6月的表观天然气需求总量

为139.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9%。

值得一提的是， 土库曼斯坦为中国最大的管道天然气供应

商，其6月的供应量同比增长26.1%至173万吨，创下中国自2009

年底开始从该国进口天然气以来的最高进口量。今年上半年，中

国管道天然气进口同比增长14.3%至1077万吨， 来自土库曼斯

坦的进口量同比增长7.1%至922万吨，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进

口量则同比大幅下降32.8%至54.9164万吨。（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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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核电和交通发展 风机行业迎风启航

□英大证券 叶旭晨

日前，国家重大核电示范工程山东荣成

石岛湾核电示范工程现场施工正式开挖，标

志着暂停三年的核电重启已成定局。随着我

国能源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核电项目的重

启和设备进口替代的内在要求，将激发核电

风机的潜在需求。

作为重要的能源品种，核电在能源结构

中不可或缺： 核电装机容量的逐步提升，既

是我国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

路径，也是实现能源独立、能源安全的重要

举措。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

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

核电将达到3000万千瓦，今后每年新开工核

电机组将保持在4到6台。 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2014年拟新

增核电装机864万千瓦， 与2013年的221万

千瓦的实际装机容量相比，将增加264%。

作为核电站关键辅助设备之一的核电

通风系统设备（HVAC），在保持核岛、常规

岛和辅助厂房设备正常运转等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 根据估算，CPR1000技术的百万

千瓦核电机组通风系统投资额约为2亿元，

三代AP1000技术的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通

风系统投资额约为1.5亿元。 按照每百万千

瓦核电机组1.8亿元通风系统投资计算，结合

我国核电装机目标，预计到2020年我国核电

用风机的市场容量大约在105亿元左右。

此外， 轨道交通和公路隧道的投资增

长，也将极大提振配套风机的需求。

地铁通风与空气处理设备约占地铁项

目总投资额的千分之八，平均每公里金额为

250-300万元，按2013-2020年规划新增里

程5701公里进行测算，预计到2020年，地铁

通风及空气处理设备的市场新增容量将达

到143亿-171亿元。

公路隧道通风系统市场2015年增幅预

计可达到27%，市场规模达到89.09亿元。 到

2020年，保守按照年复合增长率20%计算，

我国公路隧道通风系统的投资可达到200

亿元。

综上统计，到2020年，核电、轨道交通以

及公路隧道中风机设备的年需求量将达到

450亿元。 由此不难推断，核电、交通及民用

建筑行业的通风设备需求在2020年之前会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且行业会逐渐集中，行

业内的领先公司会充分受益。

核电风机和轨交风机作为高端制造业

的重要辅助设备，行业壁垒较高，只有具备

了一定技术资质、行业经验以及品牌、人才

和资金优势的企业才能在风机市场占有一

席之地。具有核电风机资质和地铁风机资质

的公司主要有南风股份、上风高科、上虞专

风（已被上风高科收购）、金盾风机、盾安环

境、江苏中联风能机械有限公司等6家。

作为国内风机行业的领先企业，上风高

科刚刚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加码风机建设，

此次增发将加强公司在工业与民用建筑领

域的风机业务，有望进一步扩大公司风机业

务市场占有率，公司业务间的协同效应也将

大幅增强， 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费用水平，

提升公司整体销售毛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奇瑞重工借道国企改革启动重组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农业装备与工程机械制造商奇瑞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将部分股份在安徽长江

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举动， 为近年来持

续低迷的机械装备制造行业打开了借道国

企改革谋求转型升级的想象空间。

转让谋求双赢

作为传统机械装备产业的代表性企

业，奇瑞重工成立于2011年6月，公司与国

产轿车品牌奇瑞汽车一道， 均为奇瑞控股

有限公司旗下的独立法人企业， 是 “大奇

瑞” 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础上布局产业

转型的重要战略板块。

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回忆称，

奇瑞重工2011年高调进军机械重工行业

时，正值中国经济相关刺激政策发力之际，

当时公司曾立下千亿元销售收入的十年规

划。 公司在短短3年时间内从无到有，农业

装备、工程机械、工程车辆和海洋装备等资

金密集型业务板块都有涉及。 不过，公司快

速扩张的步伐恰巧赶上经济周期律的波

动， 很快公司多项业务板块开始依次“躺

枪”产能过剩。

作为总资产高达94亿元的国有企业，

公司2014年前6个月净利润刚刚超过1500

万元，资产回报率仅为0.16%。基于此，持股

比例达46%的芜湖市建设投资公司、30%

的奇瑞控股以及4%的芜湖远大创业投资

公司三大股东均有意出让所持公司股权。

恰逢安徽省国企改革展开， 奇瑞重工的国

有股权方乘机抛售股权，“这实际上是地方

国资改革的重要标志” 。

转让方之一奇瑞控股方面称， 在奇瑞

重工创立初期，奇瑞控股投资该企业，是配

合地方政府孵化新产业， 同时共享大制造

带来的上下游资源优势。 现在奇瑞重工已

成功度过创业期，这个时候转让，无论是对

于奇瑞控股还是奇瑞重工而言， 都将是双

赢的局面。 奇瑞控股在股权转让后，将更加

专注于主业； 而引入机械制造行业前五十

强的产业投资者， 将为奇瑞重工的发展带

来技术、研发、市场、管理等全方位的支持，

对促进其做大做强有更大帮助。

奇瑞重工新闻发言人之一的刘翠平也

确认了股权重组和国企改革之间的密切关

联。“经过3年的发展，奇瑞重工已经初具规

模，国有资本希望适时退出股份，引入产业

投资和股权投资资金， 为企业创造更好的

发展机会。 公司层面也希望引入产业资本

和股权资本，给企业一个更好的平台，对其

进行转型升级。 ”

备战转型升级

“奇瑞重工的股权转让可谓拉开了机

械装备行业中地方国企改革的大幕。” 有业

内人士指出，“倘若引入具有资金实力和管

理经验的接盘方， 必将引发业内对于机械

装备制造产业借道国企改革推进转型升级

的憧憬。 ”

该业内人士分析， 此次股权转让有望

成为中国机械装备行业通过体制、 机制创

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开始。 虽然这在业内

实属首例，但相信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未来

机械装备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战略重组，

并最终触动中国机械装备行业的转型升

级， 加快我国相关机械设备产业走向国际

市场。

有行业专家指出， 我国在农机等机械

细分子行业还没有出现一家真正在全球有

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企业， 通过引入重组方

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或是整个传统装

备机械行业所面临的必然之路。

前述业内人士具体分析称， 奇瑞重工

的困境， 实际上是中国目前不少装备制造

类企业的缩影。 以农机产业为例，要想进一

步做大做强，单靠自身简单积累、传统式常

规的发展， 是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带来的市

场变化需求的， 必须构建更加适应市场竞

争需要的体制和机制，提升技术、市场、管

理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 激活市场的公平

竞争，实现市场竞争能力、实力升级带来的

产业升级。 正是基于此，业内才对整个行业

的重组与改革寄予厚望。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常务副会长马世

青认为，像农业装备、工程机械这样充分竞

争的产业， 应该更多地赋予释放活力的元

素，以增强企业活力，令其经受更多的市场

考验， 在市场中通过竞争发挥自己的竞争

优势，通过不断地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企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或将走出低谷

随着投资增速的下滑， 整个工程机械

行业的潜在增速出现下移， 各个子行业的

前景也开始出现分化。

海通证券相关分析师指出， 传统机械

行业的景气度已在底部维持了较长时间，

但单就市场需求来看， 今后的景气度回升

仍将有限。 “机械各子行业几乎可以二八

开， 仅约20%涉足新经济的机械子行业具

备持续增长能力， 在另外80%的传统机械

子行业内， 部分公司若能在国企改革的背

景下整合资源、转型升级，也将能走出目前

低迷的状态。 ”

中银国际相关分析师也指出， 就传统

机械装备企业而言， 国企改革有望与经济

微刺激一道， 成为拉动机械行业走出低谷

的两条主线。“随着各地国企改革的推进，

包括徐工、 柳工在内的传统专业设备制造

业企业进行股权改革的预期在升温， 通过

战略重组，有望深层次激活企业活力，增进

盈利空间。 ”

对于20%涉足朝阳经济的子行业来

说，景气度却一直“坚挺” 。安信证券分析

师分析说， 以高端铁路装备制造业为例，

上半年我国铁路投资仅完成2351亿元，

距离全年8000亿元的差距较大， 下半年

铁路投资有望加速； 随着路网效应的显

现，以及既有网络加密的需求持续，预计

动车组招标也有望启动。 这都将对高铁、

轨交等设备制造厂商带来利好。 此外，整

个机械装备行业内的智能设备、 冷链设

备、环保设备等细分行业的景气度一直高

企，随着部分其他子行业通过体制改革走

出低谷，不排除整个机械装备行业逐步迎

来“第二春” 。

三代核电机组CAP1400国产化率80%

核电产业链迎发展良机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实习生 郑灿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设备部副主任简靖

文在7月29日召开的2014中国核电可持续

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升级版” 三代

核电机组CAP1400示范工程设备国产化率

超过80%。 国家核电与南非核能集团的合作

接触也已经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如果达成合

作的话，双方将建立合资公司，并成为长期

的合作伙伴。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上官

斌7月28日也表示， 公司在二代+和二代改

进机型方面的国产化率均已超过了80%，

近期最新开工的阳江5、6号机组国产化率

达到85%，为核电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近期

公司与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合

作，将会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争取明年实现

开工。

简靖文介绍， 目前公司AP1000依托项

目四台机组的平均国产化率约为55%，首台

国产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堆内构

件、控制棒驱动机构即将交付，其他核岛主

设备均已实现国产化供货。

三代核电的供应链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简靖文说， 基于制造难度和本地工业基础，

将逐步增加本地供应商的供货比例。 目前

AP/CAP合格供应商有109家， 其中90多家

都是国内企业。 国内企业从国产化向自主化

不断迈进， 可支持每年6-8台AP/CAP三代

核电机组的批量化建设。

中国核电走出去的脚步也正在加速。 7

月18日，中国与阿根廷签署核能协议。 三大

核电集团对核电走出去的态度非常积极，

中核在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3号机组已经

开工建设，中广核下一步将在罗马尼亚、英

国、南非等地推进海外项目。 简靖文表示，

国核技在土耳其、 南非的项目将取得实质

性进展。

海通证券研报认为，布局核电产业链可

以把握两类投资机会，一是中核、中广核、中

核建、国核、中电投等核电巨头上市带来的

资本运作类机会，关注以上核电巨头相关上

市公司，如中核科技、东方锆业、中核国际、

吉电股份等；二是核电新建规模有望持续稳

定维持在较高位置带来的核电产业链景气

的机会，关注相关核电设备公司，如江苏神

通、中核科技、东方锆业、中核国际、久立特

材、丹甫股份、抚顺特钢等。

受益于美国房产复苏

上半年钛白粉出口大增近6成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来自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年 6

月，我国出口钛白粉50035.995吨，同比增

长53.88%。 1-6月，我国累计出口钛白粉

27.5万吨，同比增长56.7%，出口继续维

持高增长。 上半年，我国钛白粉累计进口

量为93720吨，同比增加2183吨，增幅仅

为2.4%。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钛白粉总产能

290万吨，产量215.5万吨，出口40.30万吨，

进口19.37万吨，库存约30万吨，实际表观消

费量为164.57万吨。

因国内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今年以来

国内市场消费的钛白粉数量有限。 不过，美

国房地产市场自去年以来逐步回暖，拉动了

钛白粉的出口需求。

今年5月份美国新房销售量升至近五

年来新高， 显示出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复

苏的势头。 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新房销售

量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算为47.6万套，比4

月份修正后的销售量上涨2.1%， 比2012年

同期销量高出29%，为2008年7月份以来的

最高水平。

标准普尔公司7月25日发布的报告也显

示，今年4月份美国大城市房价涨速加快，同

比涨幅创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4月份，美

国20个大城市房价指数和10大城市房价指

数同比分别上涨12.1%和11.6%。 标普指数

委员会主席戴维·布里泽表示， 美国房地产

市场获得了广泛的复苏，20个大城市房价指

数和10大城市房价指数同比涨幅都创7年来

的新高。

美国房地产复苏拉动钛白粉外需增长，

我国钛白粉企业从中受益。 分析人士指出，

国内主要钛白粉成交价格在1.28万元/吨左

右，国外价格则在2万元以上，内外价差明显

是促进钛白粉出口的重要因素。预计2014年

我国钛白粉出口量大幅增长，全年将增至60

万吨左右；而进口量则与2013年持平，维持

在20万吨左右。

由于出口形势较好，国内钛白粉龙头四

川龙蟒今年已经五次提价，相关上市公司业

绩将得到保证。

北京时隔39个月

再现住宅用地流标

北京市7月29日挂牌竞价截止的两宗住宅地块， 终因无

人报价而流标。根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信息，这两宗

地块分别为朝阳区孙河乡土地储备项目K地块二类居住用

地， 孙河乡土地储备项目BCDE地块二类居住、 住宅混合公

建、社区配套服务设施、中小学合校用地。 两宗住宅地块的起

始价格分别达到31.45亿元和46亿元。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数据显示， 北京市上一次出现住宅

用地流标还要追溯到2011年4月的顺义仁和镇梅沟营村两宗

住宅用地。 此次流标的住宅用地中，K地块建筑控制规模为

89860平方米，楼面起始价格近3.5万元。 BCDE地块的建筑控

制规模为176085平方米， 其中包括一所中小学面积约32400

平方米，加之社区配套服务设施面积巨大，楼面起始价已经突

破4万元。

“流标的最主要原因是起价过高。”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

伟表示， 这两宗地块的底价已经接近该区域内此前的中粮地

王价格。 区域内商品房项目主要有泰禾北京院子与龙湖双珑

原著，目前在售均价在7万元左右。 2012年以来，该区域内已

经成交5宗地块，加上目前的两宗挂牌地块，合计供应的建筑

面积达到58.9万平方米，可以提供3000套高端物业，这使得区

域内供应量充足。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房企拿地策略已经出现明显改变。中

原地产数据显示，7月以来，20大标杆房企拿地金额合计89.8

亿元，仅有万达、中海、保利地产等房企拿地，万科、融创等企

业已经多月未出现在土地市场。 张大伟认为，二季度以来，房

企拿地更加务实，对土地的定价回归理性。在全国楼市降温的

情况下，各地方出让土地的定价也应该回归合理，如果按照目

前的底价，流标的土地数量可能会继续增加。 （于萍）

微软涉嫌垄断

被工商总局立案调查

国家工商总局网站7月29日证实：7月28日， 国家工商总

局组织由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福建、湖北、江苏、重庆、河北

等9省市近百名工商执法人员对微软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四个

经营场所，即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成都的分

公司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

根据企业举报，微软公司存在因其Windows操作系统和

Office办公软件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公开造成的兼容性问题以

及搭售、文件验证等问题，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的情况。

从2013年6月起，国家工商总局就此进行了核查。 核查中，国

家工商总局先后约谈了微软公司和有关企业， 微软公司就总

局关注的问题提交了报告。期间，相关企业也不断向国家工商

总局反映情况。 国家工商总局认为，经过前期核查，不能消除

微软公司上述行为具有反竞争性的嫌疑。根据法律规定，国家

工商总局已对微软公司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2014年7月28日，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国家工商总局专

案组对微软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四个经营场所，即微软（中国）

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成都的分公司同时进行突击检查。被

检查人员包括微软公司副总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市场、

财务等部门相关人员。工商执法人员复制了微软公司部分合同

和财务报表，提取了电脑、服务器中储存的内部沟通文件、邮件

等大量电子数据，查封扣押了2部工作电脑。目前微软公司以部

分主要待检查人员不在国内、北京或联系不上为由，使本次突

击检查未完成全部检查内容。国家工商总局已责成微软公司尽

快请相关人员到国家工商总局接受检查。 在突击检查中，微软

公司所聘中国律师全程见证了工商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

国家工商总局表示，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张玉洁）

合富辉煌战略牵手腾讯

微信支付可购房

7月28日， 合富辉煌旗下房王超级微信正式开通房产微

信支付功能，成为房地产类目前微支付的第一个公众号，也是

目前地产界唯一获准进行大额支付的微信公众号。 房王已在

广州、上海、合肥、佛山等多个城市同步启动微信支付业务。

据了解，由于涉及金额较大，微信对房地产领域的支付功

能开通一直很谨慎。为确保用户使用简易、便捷、安全，房王与

微信团队经过多次研讨， 对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应用场景进行

设计、论证，成功获批开通应用。

房王超级微信开通的微信支付功能，能支持大额支付，交

易金额在银行卡自身限额之外不再额外设限。 置业者可通过

微支付提前锁定优惠， 并有机会提前选房、 享有更大购房优

惠。 同时，房王超级微信可帮助楼盘网聚线上线下海量客户，

精准定位、快速锁定意向客户，也可以围绕在线支付展开新型

的促销推广活动。

合富辉煌表示， 房王超级微信是一个为置业者提供智能

找房、在线服务的微信平台。 微支付的开通，让房王O2P电商

的关键一环可以在线完成， 这标志着最大的社交和自媒体平

台真正融入整个购房交易闭环，服务、传播、支付一站实现。房

王超级微信将加大拓展力度，预计年内合作楼盘可增至1000

个。（黎宇文）

几名农机手在选购奇瑞重工推出的新款农机。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