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表2

金融资本涌入

石墨烯产业化有望加速“破局”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在9月1日开幕的2014年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上，业内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始密切关注石墨烯产品与下游产业应用的有机结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石墨烯整个产业链及其应用的角逐当中。 业内预计，随着金融资本的入局，石墨烯行业有望与此前的互联网行业发展一样，由金融资本推动带来的产业化加速破局。

多地规划提速

在2014年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上，相关专家介绍说，从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由于具备特殊性能，石墨烯很快就成为材料领域的“新贵”，尤其是在复合材料、触摸屏、电子器件、储能电池、显示器、传感器、半导体、航天、军工、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对石墨烯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技术和产业化规划发展方面，与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同步。

面对美好前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石墨烯产业化发展方面的相关规划接踵而至。 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对石墨烯产业都非常重视。 今年科技部在863计划纳米材料专项将石墨烯研发作为一个重点的支持内容，在“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规划中，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预计将单独占据重要位置。 基金委则相对重视基础研究，最近每年都支持了数百个石墨烯相关的研究课题，累计已经支持了一千多个项目。 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近期正在商讨准备出台新材料重大研究计划，近日已经多次组织对石墨烯产业的调研。

中国石墨烯联盟侯士峰教授就此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说，入选“十三五”规划，意味着国家将对整个石墨烯产业将继续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

除了国家层面，各地政府在推动石墨烯产业化发展方面的动作更为频繁。 以宁波为例，《宁波市石墨烯技术创新与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23）》日前正式发布，就未来十年宁波市在石墨烯产业相关的技术创新研发、产业集群培育和产品应用示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布局与谋划，形成了一条具有宁波特色的石墨烯产业发展之路。

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艺介绍说，宁波市作为全国七大新材料基地之一，在石墨烯制备和产业化应用技术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2013年底，由宁波摩西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全球首条年产300吨的石墨烯生产线在慈溪建成投产，率先突破了石墨烯的低成本量产技术。 除了实现石墨烯的规模化制备，宁波南车新能源、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艾能锂电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通过与墨西科技进行对接试用，积极推进石墨烯在超级电容器、改性塑料、高能量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并取得较大进展。 而《宁波市石墨烯技术创新与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23）》的发布，将力争在10年内将石墨烯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千亿级产业规模的优势和特色产业群。

宁波市相关负责人在本次石墨烯创新大会上表示，通过十年努力，要将宁波建成“三区”，实现三个“率先”，培育百家示范企业、形成千亿产业规模、实现万吨石墨烯生产量。 其中，三区指技术创新引领区、产业发展先导区、应用示范先行区；三个率先则是率先实现规模化制备技术的突破、率先建成完善的石墨烯产业体系、率先实现大规模应用。

除了宁波，青岛、北京、重庆等地都已经出现不少制备石墨烯的优良企业。 业内预计，随着国家和各地规划的提速，将有更多企业参与到石墨烯的制备和应用的产业链之中。

资本积极布局

作为理论上最薄、最坚硬的纳米材料，石墨烯具备透光性好、导热/电能力强、性质可调节范围宽等特点，被称为“万能材料”。 虽然石墨烯的应用方向非常丰富，可能出现很多颠覆性的新概念产品甚至领域，但在产业化应用方面一直存在严重制约。

“石墨烯产业化推进难，既有技术方面攻坚难的原因，也有商业模式没有创新性适应产业发展的原因。 ”银基烯碳新材集团联合总裁范定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说。

但业内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利用其他途径带动产业化的发展。 在本次创新大会上，不仅专门设置了石墨烯投融资分论坛，而且还挂牌成立了石墨烯产业投融资联盟，利用投融资方式和协同创新能力加速推进石墨烯产业化的进程。 联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均衡地把资金投放在不同阶段，使内部形成好的机制，避免出现此前光伏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产学研促进会相关人士对此分析表示，产学研的创新离不开金融，产学研促进会推进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的建立，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 “过去发展新兴产业，眼光只看着政府，依靠政府出资；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济实力和资本市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上也有了很多民间资本，加上财政、银行，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产业创新活动进行有力支持。 ”

该人士分析说，在目前石墨烯的整个产业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出现需求，更多的项目则还在对接过程之中。 无论任何环节，都需要各个阶段的金融产品进行对接。 通过投融资方式支持石墨烯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都应该能够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

记者同时注意到，各地政府在推进石墨烯产业化方面开始注重金融资本的作用。 比如，宁波将在全国率先启动石墨烯产业化研发科技专项，设立3年共9000万元的财政资金，为石墨烯产业的初期发展提供有力的扶持与激励。 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石墨烯产业项目投资。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不少业内企业也开始将石墨烯产业推进的关注点放在了金融资本方面。 以烯碳新材为例，公司相关负责人范定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将打造三大平台着力发展石墨烯产业，包括投资平台、上市平台和服务平台三个方面。

产业化加速推进

业内预计，随着石墨烯产业投融资联盟的成立，以及各地政府、上市公司和其他资本的快速“入局”，石墨烯产业化有望获得实质性启动。

相关专家在大会间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石墨烯产品或将会在五大领域率先破局。 首先是光电产品领域，石墨烯有望以其非常好的透光性、导电性和可弯曲性，在触摸屏、可穿戴设备、OLED、太阳能等领域中发挥作用，这也是目前公认最可能首先实现商品化的领域；二是能源技术领域，主要依赖于石墨烯超高的比表面积、超轻的重量和非常好的导电性，采用石墨烯的超级电容器，其极限储能密度是现有材料的2-5倍左右，被称作最理想的电极材料；三是功能复合材料，通过将石墨烯加入各种塑形基体，能够制备出具有很好导电、导热、可加工、耐损伤的特殊材料，在集成电路、散热片、高韧性容器等方面有应用潜力；四是微电子器件，未来的石墨烯半导体、石墨烯集成电路、THz器件等领域，可能需要利用石墨烯独特的性能；五是生物医药和传感器领域，石墨烯对单分子的响应能力、承载抗体后的分子输运能力都是其他传感器不能实现的。

范定侒将中国石墨烯产业的发展设定为6个阶段。 “目前中国石墨烯产业仍处于技术概念期，在这个阶段，仍主要依靠概念为主，产业层面并没有真正启动。 数年后，中国石墨烯产业将进入产品导入期，这个阶段‘创新’将成为关键词；其次是市场扩张期，以用户为核心的市场扩张将带动整个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和大发展；然后是竞争并购期，市场的无序扩张将通过并购重组解决，有可能形成几大石墨烯巨头；此后为成熟调整期以及产业衰退期，替代石墨烯的新材料又将出现。 ”

“目前来看，石墨烯的大规模产业化还未开始，还只能说是在‘产业概念期’。 但随着大量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可以预见在2-3年内，在不少领域内将会出现真正引领石墨烯行业的‘杀手级应用’。 ”范定侒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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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碳新材集团

推进平台战略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对于烯碳新材石墨烯产业发展布局，银基烯碳新材集团联

合总裁范定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今后并非只是单纯

进行石墨烯的技术研发， 而是以投资的方式介入石墨烯产业，

做成石墨烯产业的三大平台，包括投资平台、上市平台和服务

平台。

定位于综合服务提供商

“公司并非专注于某类石墨烯产品， 而是把石墨烯作为一

个产业来看待。 ” 范定侒对记者称，“而且烯碳新材在关注石墨

烯产业时，并非从技术角度切入，而是从资本平台角度去推动整

个产业的发展。从产业角度说，产业的发展规律具有周期性。 目

前石墨烯处于早期，需要对产业进行规划和培育。而从平台的角

度来看，这就好比很多人去挖金矿，我们便在金矿山口开办一个

平台，比如商店、餐馆等，为这些挖矿人提供服务。等到他挖到大

矿，需要钱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也自然就到了。 这就是我们平台

的核心思维。 ”

烯碳新材将自身定位于以石墨烯、 纳米碳为代表的先进碳

材料领域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以资本平台、上市平台、服务平台

三个平台为石墨烯产业发展打造全方位的服务。

烯碳新材在石墨烯界是第一个提出“产业经营” 模式的公

司。公司方面透露，产业经营目标是将烯碳新材打造成具有行业

代表性的“碳产业公司” ，为碳材板块崛起、碳新材料产业发展

规划以及国家扶持政策等方面作出行业性贡献。

范定侒表示，烯碳新材正在建立推动石墨烯产业化发展的

三大平台。 投资平台方面，烯碳新材将以基金为抓手，通过旗下

的并购基金、产业基金和自有资金，覆盖整个石墨烯产业的投资

机会。

“资本市场的敏感度往往超越了实体经济，因此，在石墨烯

产业尚未出现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相关的概念股、投资基金和资

本运作已经开展起来。 ” 范定侒表示，将利用资本优势进行产业

覆盖型整合，配套三个服务平台，形成产业集聚，以资本推动石

墨烯技术加快产业化的步伐。

“作为早期产业，最需要培育、规划和服务，也是最需要资

金支持的阶段。 ” 范定侒分析说，由于早期阶段，银行、PE等资

金不愿意进入，因此造成产业内企业普遍缺乏资金，因此，将资

本市场的资金引入产业当中，对于推动产业发展大有裨益。

与产业园合作起航

除了产业平台外，烯碳新材还着力打造“上市平台” 和“服

务平台”两大平台。

范定侒解释说，上市平台方面，只要所投的项目为好的技术

和产品，都可以搭载到公司平台来上市或者独立上市，因此今后

的并购动作将加大，为前述投资也提供了退出通道。

烯碳新材在产业服务平台方面的构建主要分为5个部分。

首先是通过论坛、沙龙等形式提供交流平台；其次公司还将与常

州、连云港等地政府成立碳产业园和石墨烯产业园，同时通过建

立信息门户网站、杂志等方式建立信息平台，并且还将筹建石墨

烯应用研究院。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平台之间并非完全割裂。 比如，今年8

月份烯碳新材与西太湖管委会签订了《关于设立石墨烯暨先进

碳产业基金的合作框架协议》，总规模为20亿元。

范定侒对此表示，本着“培育产业、扶持企业” 理念，与地

方政府共同发起设立先进烯碳产业基金， 旨在利用地方政府

的良好指引思路与政策扶持， 让资本在推动石墨烯产业发展

上起到最大效用。 基金将投资于具有高成长性的先进烯碳产

业中小企业，进一步推进公司转型涉及业务的丰富性，加快石

墨烯研发速度，拓宽盈利渠道。 “这是国内第一家专注于石墨

烯和先进碳材料的产业基金， 将会对此领域的发展起到重要

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烯碳新材还会携手更多地方政府打造产

业基金，承担培育石墨烯产业的历史重任，以金融资本扶持石

墨烯产业化。 ”

■记者观察

谨防步光伏后尘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从整体来看， 石墨烯产业化脚步尚

未真正迈出。 但在各地争相布局做大石

墨烯产业链， 以及金融资本高度关注石

墨烯产业之际，业内人士建议，石墨烯行

业发展不应盲目过热，在产业发展之初，

各地应该依据自己的特点， 统一组织协

调各自发展重点， 避免光伏行业过剩的

悲剧重蹈覆辙。

产能过剩一词见诸中国已逾十载，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陷阱”的一面镜

子。从此前的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到太

阳能光伏、风能等战略性新兴行业，均出

现大面积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出现， 与地方政府争相

投资不无关系。 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转

型过程，政府当仁不让地以主导、参与经

济活动为己任。 因区域竞争、 预算软约

束、政绩考核等因素，加剧了地方政府之

间的市场竞争行为， 使得地方政府在招

商引资过程中，过度运用土地、环境等资

源价格的权力时常出现， 诱导或扭曲企

业投资行为， 导致了过度的重复投资与

建设。当市场被严重透支后，过度扩张的

产能即陷入严重的过剩陷阱。

而资本对于产业的追逐也会偶显盲

目。 光伏产业在前几年发展中出现严重

的产能过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多地资

本涌入光伏产业， 且集中在了以多晶硅

等为核心的低端电池组件环节， 没有沿

着整个产业链合理布局。 由于 “两头在

外” 的市场格局， 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变

化，国内企业常常难以应对。

目前在重庆、青岛、宁波、无锡等地

均出现了石墨烯相关产业园的 “大干快

上”势头，而资本大规模介入石墨烯产业

的迹象也有望启动。 这与数年前的光伏

产业启动前迹象非常类似。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对于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言，政

府的扶持和资金的涌入是促成新兴产

业实现成长的两股重要力量。 对于石墨

烯产业来说，二者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但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政策与

资金流向同样需要相关规划与指导，盲

目进入容易造成对产业的“误伤”。 以地

方政府的推动作用为例，重大项目或有

前景产业的投资本身一方面可以拉动

消费需求，带动工人就业，刺激当地经

济增长，这些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巨

大带动效用预期增强了地方政府博弈

的信心，可能导致其对本地的产业项目

建设和发展考虑更多，而对项目建设的

风险和整个行业产业的规划相对考虑

不足。

对石墨烯产业而言， 为避免各地在

石墨烯单一环节的盲目扩张， 应该根据

各地的优势与特点， 由相关部门组织统

一协调分散各产业段、 各地之间的投资

重点， 避免一众资本由于短视盲目集中

在产业链低端环节， 以防止前些年类似

于光伏行业的悲剧再度上演。

产业化加速推进

业内预计，随着石墨烯产业投融资联

盟的成立，以及各地政府、上市公司和其他

资本的快速“入局” ，石墨烯产业化有望获

得实质性启动。

相关专家在大会间歇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未来石墨烯产品或将会在五大领

域率先破局。 首先是光电产品领域，石墨

烯有望以其非常好的透光性、导电性和可

弯曲性，在触摸屏、可穿戴设备、OLED、

太阳能等领域中发挥作用，这也是目前公

认最可能首先实现商品化的领域；二是能

源技术领域，主要依赖于石墨烯超高的比

表面积、 超轻的重量和非常好的导电性，

采用石墨烯的超级电容器，其极限储能密

度是现有材料的2-5倍左右，被称作最理

想的电极材料；三是功能复合材料，通过

将石墨烯加入各种塑形基体，能够制备出

具有很好导电、导热、可加工、耐损伤的特

殊材料，在集成电路、散热片、高韧性容器

等方面有应用潜力； 四是微电子器件，未

来的石墨烯半导体、 石墨烯集成电路、

THz器件等领域，可能需要利用石墨烯独

特的性能； 五是生物医药和传感器领域，

石墨烯对单分子的响应能力、承载抗体后

的分子输运能力都是其他传感器不能实

现的。

范定侒将中国石墨烯产业的发展设

定为6个阶段。 “目前中国石墨烯产业仍

处于技术概念期，在这个阶段，仍主要依

靠概念为主，产业层面并没有真正启动。

数年后， 中国石墨烯产业将进入产品导

入期，这个阶段‘创新’ 将成为关键词；

其次是市场扩张期， 以用户为核心的市

场扩张将带动整个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

和大发展；然后是竞争并购期，市场的无

序扩张将通过并购重组解决， 有可能形

成几大石墨烯巨头； 此后为成熟调整期

以及产业衰退期， 替代石墨烯的新材料

又将出现。 ”

“目前来看， 石墨烯的大规模产业化

还未开始，还只能说是在‘产业概念期’ 。

但随着大量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可以

预见在2-3年内， 在不少领域内将会出现

真正引领石墨烯行业的‘杀手级应用’ 。 ”

范定侒对记者表示。

金融资本涌入

石墨烯产业化有望加速“破局”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在9月1日开幕的

2014年中国国际石

墨烯创新大会上，业

内企业与科研院所密

切关注石墨烯产品与

下游产业应用的有机

结合。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 金融资本越来

越多地介入石墨烯整

个产业链及其应用的

角逐。 业内预计，随着

金融资本的进入，石

墨烯行业有望与此前

的互联网行业发展一

样， 迎来产业化加速

破局。

多地规划提速

在2014年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

上，相关专家介绍说，从2010年获得诺贝

尔奖之后，由于具备特殊性能，石墨烯很快

就成为材料领域的“新贵” ，尤其是在复合

材料、触摸屏、电子器件、储能电池、显示

器、传感器、半导体、航天、军工、生物医药

等各个领域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对石墨烯

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在技术和产业化规划发展方面，与世

界一流水平基本同步。

面对美好前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推动石墨烯产业化发展方面的相关规划

接踵而至。 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

对石墨烯产业都非常重视。 今年科技部在

863计划纳米材料专项将石墨烯研发作为

一个重点的支持内容，在“十三五”科技发

展规划中，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预计将单

独占据重要位置。 基金委则相对重视基础

研究，最近每年都支持了数百个石墨烯相

关的研究课题，累计已经支持了一千多个

项目。 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近期正在商

讨准备出台新材料重大研究计划，近日已

经多次组织对石墨烯产业的调研。

中国石墨烯联盟侯士峰教授就此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分析说， 入选“十三五” 规

划， 意味着国家将对整个石墨烯产业将继

续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

除了国家层面， 各地政府在推动石墨

烯产业化发展方面的动作更为频繁。 以宁

波为例，《宁波市石墨烯技术创新与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23）》日前正

式发布， 就未来十年宁波市在石墨烯产业

相关的技术创新研发、 产业集群培育和产

品应用示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布

局与谋划， 形成了一条具有宁波特色的石

墨烯产业发展之路。

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艺介绍说，宁波

市作为全国七大新材料基地之一，在石墨

烯制备和产业化应用技术方面走在了全

国前列。 2013年底，由宁波摩西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的全球首条年产300吨的石墨烯

生产线在慈溪建成投产，率先突破了石墨

烯的低成本量产技术。除了实现石墨烯的

规模化制备，宁波南车新能源、北方材料

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

限公司和宁波艾能锂电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通过与墨西科技进行

对接试用， 积极推进石墨烯在超级电容

器、改性塑料、高能量锂电池和动力锂电

池正极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并取得

较大进展。 而《宁波市石墨烯技术创新与

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23）》的

发布，将力争在10年内将石墨烯产业打造

成为具有千亿级产业规模的优势和特色

产业群。

宁波市相关负责人在本次石墨烯创新

大会上表示，通过十年努力，要将宁波建成

“三区” ，实现三个“率先” ，培育百家示范

企业、形成千亿产业规模、实现万吨石墨烯

生产量。 其中，三区指技术创新引领区、产

业发展先导区、应用示范先行区；三个率先

则是率先实现规模化制备技术的突破、率

先建成完善的石墨烯产业体系、 率先实现

大规模应用。

除了宁波，青岛、北京、重庆等地都已

经出现不少石墨烯优良企业。 业内预计，

随着国家和各地规划的提速，将有更多企

业参与到石墨烯的制备和应用的产业链

之中。

资本积极布局

作为理论上最薄、 最坚硬的纳米材

料， 石墨烯具备透光性好、 导热/电能力

强、性质可调节范围宽等特点，被称为“万

能材料” 。 虽然石墨烯的应用方向非常丰

富，可能出现很多颠覆性的新概念产品甚

至领域，但在产业化应用方面一直存在严

重制约。

“石墨烯产业化推进难， 既有技术方

面攻坚难的原因，也有商业模式没有创新

性适应产业发展的原因。 ” 银基烯碳新材

集团联合总裁范定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分析说。

但业内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利用其他

途径带动产业化的发展。 在本次创新大会

上，不仅专门设置了石墨烯投融资分论坛，

而且还挂牌成立了石墨烯产业投融资联

盟， 利用投融资方式和协同创新能力加速

推进石墨烯产业化的进程。 联盟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均衡地把资金投放在不同阶段，

使内部形成好的机制， 避免出现此前光伏

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产学研促进会相关人士对此分析

表示，产学研的创新离不开金融，产学研促

进会推进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的建立，推

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促进传统产业

的改造提升。“过去发展新兴产业，眼光只

看着政府， 依靠政府出资； 经过改革开放

30年， 经济实力和资本市场有了很大发

展， 社会上也有了很多民间资本， 加上财

政、银行，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

对产业创新活动进行有力支持。 ”

该人士分析说， 在目前石墨烯的整个

产业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出现需求，更

多的项目则还在对接过程之中。 无论任何

环节， 都需要各个阶段的金融产品进行对

接。 通过投融资方式支持石墨烯产业的健

康发展， 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都应该能

够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

记者同时注意到，各地政府在推进石

墨烯产业化方面开始注重金融资本的作

用。 比如，宁波将在全国率先启动石墨烯

产业化研发科技专项， 设立3年共9000万

元的财政资金，为石墨烯产业的初期发展

提供有力的扶持与激励。 此外，还要充分

利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引导基

金，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石墨烯产业项

目投资。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不少业内企业

也开始将石墨烯产业推进的关注点放在

了金融资本方面。 以烯碳新材为例，公司

相关负责人范定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将打造三大平台着力发展石墨烯产

业，包括投资平台、上市平台和服务平台

三个方面。

CFP图片

未来石墨烯可能的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

单层石墨烯主要性质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