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的空调ECO节能技术通过鉴定

6

日， 美的电器全直流变频空

调

ECO

节能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项目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鉴定结

果为“国际领先”。此次鉴定主办单

位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由中国科

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江南大学、清

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家用

电器研究院、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的

7

位权威专家构成鉴定专家组。

公司介绍，

2013

冷年美的空

调发布

7

大系列全直流变频空调

新品。其中“一晚

1

度电”

ECO

节能

科技产品， 具备高能效全直流制

冷系统和“

0.1HZ

精控科技”，具备

0.1W

待机、

0.1HZ

超低频运行、正

负

0.1

度温度精控三个核心技术。

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总裁吴

文新表示，

ECO

节能科技在变频

空调“整机能效水平”和“变频精

确控制”均达到顶尖水平。市场调

研机构中怡康数据显示，美的“一

晚

1

度电”全直流变频空调自

10

月

份上市后， 已处于二级以上能效

变频空调畅销榜前三名。 (傅豪)

时代出版全资子公司

时代国际成立

近日， 时代出版全资子公

司，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

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宣告成立。这是时代出版

响应新闻出版总署 “走出去”文

化战略又一创新之举。此举将充

分利用“境内关外”的特殊优惠

政策环境，发挥保税区的国际窗

口作用， 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进

一步提升竞争力。

时代国际以版权贸易、图书

衍生产品开发和出口为经营抓

手，结合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出

口，同时开展期刊、印刷、会展、

国际交流等业务。 (董文胜)

清科最佳VC/PE年度排名出炉

达晨创投九鼎投资折桂

6

日，清科

2012

年中国创业投

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出炉，

达晨创投获得“

2012

年中国最佳创

业投资机构”，并摘得“

2012

年中国

最佳退出创业投资机构”桂冠。 九

鼎投资获“

2012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

权投资机构”及“

2012

年中国投资

最活跃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和

IDG

资本分别位列本年度“中

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的第二、第

三名。 纪源资本荣获“

2012

年中国

最佳募资创业投资机构”奖项。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和复星资产管理集团分别获

得 “

2012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

50

强”第二、第三名。

据悉，清科集团“中国创业投

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已

经进行了

12

年， 排名体系选择管

理资本量、新募集基金资本量、投

资案例个数、投资资本量、退出案

例个数和综合回报水平等作为参

考指标， 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中

国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发展

的实际状况。 (钟志敏)

责编：郭宏 美编：王春燕 电话：010－63070383� � E-mail:zbs@zzb.com.cn

2012年12月7日 星期五

Companies

A13

公司新闻

移动支付2.4G标准有望“重生”

国民技术两手应对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12

月

6

日，工信部电子科技委

相关负责人在 “

2012

中国移动支

付产业年会”上透露，目前移动支

付国产

2.4G

标准正在申报行业标

准，而交通部已接受该标准建议。

这位负责人说， 移动支付标准不

是唯一的标准。

近日，媒体报道称，移动支付技

术标准有望近期 正 式发布 ，

13.56MHz

将成为移动支付通行标

准。而一直“押宝”

2.4G

标准的国民技

术在

12

月

7

日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

由于金融移动支付标准存在不确定

性，且具有与国际标准衔接的倾向，

公司已着手进行相关应对准备。

2.4G标准申报行业标准

在 “

2012

中国移动支付产业

年会”上，工信部电子科技委有

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国产

2.4G

标

准正在申报中移动支付行业标

准， 而交通部已接受该标准建

议。 该负责人表示，移动支付标

准不是唯一，根据用户的不同需

求，可以有不同标准。 希望行业

主管部门尽早制定行业标准，达

到规模应用。

移动支付的标准之争是制约

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中国银

联主导的

13.56MHz

标准和由中国

移动主导的

2.4GHz

标准在过去

3

年的时间里明争暗斗， 都企图夺

得移动支付的话语权。

基于

13.56MHz

的

NFC

技术规

范，是国际移动支付标准，产业链

较完整，适用于大部分现有的

POS

终端机， 具有较为广泛的市场基

础。缺点是必须更换移动终端，较

高的成本制约了终端用户的使用

热情。

而基于

2.4GHz

的

RF-SIM

技

术由中国移动主导， 国内自主研

发，用户更换成本小，且可以实现

近场与远程的良性对接。 缺点在

于庞大的

POS

机网络搭建费用以

及建设服务后台费用高， 难以在

短时间内推进。

近日， 多位业内专家和三大

电信运营商人士均表示， 央行已

确定移动支付系列标准中的近场

支付标准为

13.56MHz

标准。

中国移动在今年

6

月份已与

中国银联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推

进基于

13.56MHz

标准的移动支付

业务发展。

11

月

26

日，中国联通和

招商银行推出的手机钱包产品采

用的也是

13.56MHz

标准。 中国电

信公共客户部副总经理付光明在

“

2012

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年会”上

也表示， 当新

13.56MHz

标准出台

后， 公司将以

13.56MHz

标准作为

发展重点。

而中国移动一位相关人士曾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国移

动会继续使用其运行于

2.4GHz

上

的

RF-SIM

标准， 主要用于手机

上，不能用于银联的

POS

机上。

上述工信部负责人也表示，

移动支付标准不是唯一，

2.4G

标

准也有相应人群的需求， 希望行

业主管部门尽早制定行业标准，

达到规模应用。

国民技术两手准备应对

针对媒体关于 “移动支付技

术标准近期正式发布”的报道，一

直“押宝”

2.4G

标准的国民技术在

12

月

7

日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公

司一直密切关注金融移动支付标

准的制定进程， 目前尚不了解金

融移动支付标准正式发布的时间

和内容。公司作为技术提供方，将

尊重和服从国家相关部门关于金

融移动支付标准的决定。

但公司也坦承， 移动支付标

准具有与国际标准衔接的倾向，

即

13.56MHz

的标准。对此，公司已

着手进行相关应对准备： 一方面

积极推动与相关部委沟通， 争取

部委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持，另

一方面努力拓展

2.4G

移动支付技

术在其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校

园、企业等环境的应用。

但国民技术提醒， 如果移动

支付标准最终完全放弃

2.4GHz

移

动支付技术， 公司移动支付业务

在金融领域可能会受到局限，进

而影响公司移动支付业务业绩。

工业粉尘治理成大气治污新热点

排放标准趋严倒逼技术替代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环保部

5

日发布《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其中

拟定“十二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

包含二氧化硫治理、油气回收、黄

标车淘汰、扬尘综合整治、能力建

设等

8

类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需

求多达

3500

亿元。

受此利好消息影响，

6

日上午

开盘， 节能环保板块中大气治理

细分板块多只个股飘红， 其中工

业烟粉尘治理领域的三维丝表现

最突出，开牌即冲击涨停。

与PM2.5监测治理呼应

三维丝表现耀眼的原因，主

要在于《规划》中对于工业粉尘治

理的突出强调。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

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任务之一是

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其中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此前

已在全面推进， 特别是自 “十一

五”以来，重点工业领域烟气脱硫

市场已全面渗透， 电力工业烟气

脱硝市场也在陆续打开。

值得注意的是， 工业烟粉尘

治理领域此次规划将单列篇章，

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强化工业烟

粉尘治理，大力削减颗粒物排放。

事实上，这也和去年以来国

家大力推进全国

PM2.5

监测治理

相呼应。 据专家介绍，针对

PM2.5

的未来工作，除一方面按照环保

部提出的“四步走”，在全国范围

内推进监测外，另外一方面更重

要的任务便是从源头上控制

PM2.5

污染源的排放。 这些污染

源主要来自于工业领域的烟粉

尘排放。

鉴于此，《规划》 浓墨重彩强

调要在火电、 水泥和钢铁等重点

领域全面实施粉尘和颗粒物治

理。 在《规划》列出的“十二五”大

气污染物防治八大重点工程中，

工业烟粉尘治理项目就多达

1

万

多个，涉及投资

470

亿元。

标准提高倒逼技术替代

据专家介绍， 随着国家对工

业各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日趋

严厉， 工业烟粉尘治理领域将逐

渐淘汰治理效果较弱的电除尘技

术， 转而进入袋式除尘技术的全

面替代时期。

根据相关券商研究报告，三

维丝尽管目前在国内工业烟粉尘

治理市场份额并非最大， 但其公

司的核心产品工业烟粉尘除尘器

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 在行

业内技术更先进。 由于其应用效

果与国家对工业烟粉尘排放标准

的要求更加切合， 其未来市场应

用的空间也被业界广泛看好。

公司相关人士近期预计，未

来高性能高温滤料的市场需求将

快速增长， 公司也在全面推进技

改及产能扩大。据市场分析，目前

袋式高温烟气除尘市场占全部工

业烟粉尘除尘的市场份额仅为

10%

左右。

仅以电力行业为例，假设“十

二五”期间，袋式除尘市场份额上

升至

50%

， 高性能高温滤料的市

场需求量约达

4000

万立方米，市

场需求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47%

，

到

2013

年电力行业除尘所形成的

高性能高温滤料市场规模可达将

近

100

亿元。

“暴利说”惹争议

格兰仕或引发滚筒洗衣机价格战

□

本报实习记者 傅嘉

格兰仕推出

999

元超低价洗

衣机扰动了白电市场，其质疑行

业暴利的说法也在慢慢发酵，大

企业、行业协会、评论人士对此

各执一词。 格兰仕曾引用第三方

数据称滚筒洗衣机出口价不到

600

元， 国内售价却高达

3000

元

以上。 家电协会随后拿出海关数

据予以否认，并称格兰仕此举误

导市场。 格兰仕的高调举动，或

引发滚筒洗衣机行业价格战。

各方数据存差异

“家电协会相关人士曾在（格

兰仕）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出口海

外的滚筒洗衣机均价为

100

美元，

最高出口价不超过

126

美元。而事

后却搬出海关数据， 说每台平均

出口价格为

225.9

美元。 前后说法

差异巨大。”资深家电评论人士刘

步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道。

对此，家电协会表示，公众

对 “滚筒洗衣机出口均价为

100

美元”的说法有误读，此价格仅

仅是出口非洲的数据。

业内人士介绍，中国洗衣机

行业的情况在白电市场较为复

杂。 我国波轮洗衣机的利润一直

较低，厂商在做波轮的同时做滚

筒，可以使利润维持在相对合理

的水平。 此外，中国出口洗衣机

很多都是

OEM

加工，渠道和品牌

都由贴牌方负责，出口价格较低

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各方的

数据出现偏差，可能是由于协会

和咨询公司统计口径不同。 综合

来看海关的数据目前仍最具权

威性。 ”该人士表示。

一位资深从业人士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介绍，目前我国不少

合资品牌在国外的售价并不比

国内低，且国内白电行业竞争充

分，各大厂商并不敢在利润上多

做文章。 不过，滚筒洗衣机的利

润肯定相对更高。

或引发“连锁效应”

2004

年，国内洗衣机企业开

始力推滚筒洗衣机，至今效果不

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波轮洗衣机市场份额高达

7

成，

而滚筒洗衣机发展不温不火。

滚筒大幅降价并非没有先

例。

2010

年美的将一款

2700

多元

的滚筒降价至

1499

元，引发市场

震动。 时隔两年，滚筒洗衣机终

于捅穿了

1000

元的窗户纸。

而对于进入洗衣机领域数

年，却未取得理想成绩的格兰仕

来说，价格战或是一剂猛药。 不

管此招效果如何，短期内确实吸

引了诸多眼球。

刘步尘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目前国内滚筒洗衣机市

场，提高市场份额最直接的方式

还是降价。 格兰仕此举或带来行

业“蝴蝶效应”。 预计半年内，国

内滚筒洗衣机平均售价或将从

目前的

3000

元降至

2500

元左右。

他同时指出，格兰仕滚筒

999

元的售价，是扣除了

260

元国家节

能补贴之后的价格。明年

5

月

31

日

国家节能补贴政策到期， 这款洗

衣机价格应该回归到

1259

元。

市场环境向好 空调龙头优势凸显

□

本报实习记者 傅嘉

目前我国逐渐进入空调更新

换代期， 这给空调行业带来新机

会。 农村市场空调保有量仍处于

较低水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也

将带来较大的增长空间。 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空调保有量约为

4.8

亿台。 业内预计， 国内市场仍有

3.2

亿台的缺口。

与其他白电行业相比， 我国

空调业品牌集中度极高，仅格力、

美的、海尔三大品牌，市场占有率

就超过

75%

。 龙头企业将首先受

益行业发展。

行业龙头高增长

作为空调的行业龙头， 格力

电器产品均价要高于国内其他品

牌。数据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

288.61

亿元， 同比增

长

21.09%

； 净利润

24.61

亿元，同

比增长

57.25%

， 远超市场预期。

CEO

董明珠日前曾向媒体表示，

今年公司营收超过千亿已是板上

钉钉。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多

位家电资深从业人士均表示，格

力品牌深受消费者认可。

研究报告指出， 公司具有较

强的议价能力， 同时创立区域销

售公司营销模式。 区域销售公司

为格力电器在各地区的唯一销售

公司， 由当地主要经销商以股份

制形式组建，统一管理。

资深家电评论员刘步尘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格力的渠道

模式把格力公司和经销商的利益

紧密捆绑， 是实现企业持续快速

发展的关键所在。

业内人士称，格力的经营模式

竞争对手短期难以效仿。预计公司

明年的业绩增长可能在

10%

左右。

开拓国际市场

当前， 我国空调产业结构调

整正在悄然进行。今年以来，日系

空调在华业务已萎缩至

10%

。 有

券商分析师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明年日系空调的市场份额肯

定还会降低， 这块市场会被国内

品牌蚕食，促使其市场份额扩大。

节能补贴等政策的推动，也

在倒逼空调产业升级。近年来，空

调技术由定速转向变频已成趋

势。 变频产品平均单价高出定速

30%

以上，即使销量不变，企业销

售收入也将大大提升。

此外， 我国农村市场空调保

有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农民

收入进一步提高， 农村新增需求

有望逐步启动。数据显示，农村市

场年新增需求至少有

455

万台。

海外市场方面， 目前我国空

调产量占全球的

80%

以上， 出口

亚洲、 北美洲和欧洲的比重比较

大。新兴市场如中东、拉美、非洲、

东南亚等地区保有量较低， 在这

些地区增长空间巨大。 目前国内

主流企业都在积极布局海外市

场， 来自国际市场的贡献率有望

进一步提升。

“空调市场的特点是强者愈

强，弱者愈弱，三大品牌也将是产

业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刘步尘说。

天通股份

LED技术取得突破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天通股

份获悉， 公司

LED

长晶技术日

前取得重大突破， 实现了长晶

工艺与设备技术的合理融合，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经过两年多努力，

公司晶体生长及长晶设备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 攻克了当前长

晶工艺与设备技术的核心瓶颈

问题。试产结果显示，长晶工艺

技术稳定，晶体质量一致性好，

能够大批量、 稳定地生产高品

质、大公斤级蓝宝石晶体。目前

公司正积极开发更大重量的高

品质、低成本蓝宝石晶体，进一

步提高核心竞争力。

天通股份相关负责表示，公

司年产

60

万片

4

英寸衬底生产线

已建成，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

以来，

LED

上游行业逐步回暖。

预计

LED

蓝宝石衬底价格逐步

进入回升通道。 (高晓娟)

京糖集团联手酒仙网谋全国扩张

□

本报记者 王锦

北京市糖业烟酒有限公司日

前与酒仙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酒仙网将成为京糖集团旗下酒水

的独家线上代理商。 酒仙网将依

托其八大商城平台， 推广京糖集

团代理经销的百余种酒水， 包括

京糖自有品牌“京酒”。

京糖集团目前是国内最大的

名酒代理商。 此次联手酒仙网，双

方将共享资源。酒仙网董事长郝鸿

峰介绍， 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一

方面酒仙网意图通过京糖的优质

资源扩充产品线，进一步扩大与上

游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京糖希望

借助酒仙网成熟的电商平台，拓展

渠道销售，推广自有品牌及代理产

品，并将销售区域扩大至全国。

据介绍，双方合作后，京糖旗

下所有酒水产品的线上发售可通

过酒仙网及其合作平台。 目前，酒

仙网已与一百多家国内传统白酒

企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包括茅台、五粮液、郎酒、国

窖、汾酒等知名酒厂。 此次与京糖

携手， 是酒仙网与传统经销商的

首度合作， 也是电商渠道和传统

渠道的首度携手。

近十年来， 传统国有流通企

业逐步萎缩， 但京糖抓住产业变

化的趋势赢得了发展机遇，

2011

年销售额突破

60

亿元。 公司在传

统酒类渠道中分销能力突出，拥

有大量优质二级分销商， 并与北

京市大型商场、国际大卖场、连锁

超市、 批发市场和酒店等各种终

端紧密合作， 构建了北京市内全

方位的渠道布局。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经销商普

遍面临着动销压力和库存压力的

挑战。随着新兴主流消费群体的形

成，包括白酒在内的各类消费品的

经销模式也渐渐发生变化。

得益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电

商企业的便捷优势日益凸显，并以

其扁平化的层级和开放式的平台

等优势，逐渐受到了传统行业的青

睐。 传统经销商借道电商，能够有

效地压缩流通环节费用并迅速实

现全国覆盖。“白酒电商化”已成为

行业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中药材价格企稳回升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成都中药

材价格指数显示，

2012

年下半年

以来，中药材价格结束了

4

月份以

来的回调局面， 呈现连续上涨态

势。 截至上周，成都中药材价格指

数为

121.92

点，较

6

月初上涨

9.6%

。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

心数据也显示，

12

月

6

日， 中药材

综合

200

价格指数为

2355.52

点，较

2011

年

7

月份的历史高点处于低

位，但是较去年同期有

8.12%

的涨

幅。 其中，心脑血管类中药材的价

格涨势最为显著， 同比涨幅为

53.29%

，其次是滋补类中药材，同

比上涨幅度为

18.87%

， 而野生中

药材和家种中药材涨幅趋稳，与

中药材整体价格走势保持一致。

以三七价格为例， 其在

2012

年

9

月底结束了三季度以来的回

落走势后， 从

10

月份开始稳步上

扬。 在成都荷花池药材市场，目前

120

头云南产三七价格为

685

元

/

公斤， 比

9

月

28

日的价格上涨了

14.17%

。据中药材天地网介绍，三

七在经过前期的小热潮后， 已开

始出现调整，指数上行有所减缓，

而部分产新家种品种在人气带动

下，行情出现少有的逆市上扬。 但

随着后期产新情况的逐渐明朗，

行情应有所调整。 相对而言，当前

的三七行情仍处于高位。

中国中药协会人士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心脑血管疾病等

慢性疾病越来越多， 其治疗和康

复较多依赖中药， 但是相关中药

材始终处于供需紧张的状态，导

致价格持续较快上涨；此外，由于

冬季来临， 滋补需求旺盛也推动

滋补类中药材价格走高。 对于后

市的中药材价格走势， 多数企业

保持谨慎观望， 预计成本压力上

升不会太快。

远洋地产

发力商业地产

由远洋地产与太古地产合

作开发的颐堤港项目已开业。远

洋地产集团总裁李明表示，从今

年起，远洋地产每年有超过

20

万

平方米的商业物业投入运营，商

业物业开始为公司贡献现金流。

2007

年以来，远洋地产开始

向商业地产转型。 根据公司规

划，住宅开发依然是增长的核心

动力，但商业地产已成为公司的

长期战略业务。 据了解，远洋地

产现有

2300

万平方米土地储备

中， 商业物业用地约占

16%

，达

370

万平方米；

5

年后公司将持有

近

200

万平方米商业物业。

据公司介绍， 现有的商业

地产已经形成了写字楼、 购物

中心、城市综合体三条产品线，

项目包括北京远洋大厦、 北京

颐堤港、北京未来广场、天津远

洋国际中心、天津远洋新干线、

大连远洋壹中心等。目前，北京

颐堤港购物中心的签约出租率

已达

85%

， 商户开业率超过

60%

；写字楼出租率超过

86%

。

公司在成都的大慈寺文化商业

综合体项目的平均租金由最初

测算的

400

元

/

平方米

/

月上涨至

现在的近

700

元

/

平方米

/

月。

远洋地产集团副总裁、商

业地产事业部总经理王福顺透

露，除北京外，天津、大连两地

的未来广场项目也将在明后年

陆续营业。 (于萍)

12

月

6

日，“中国造”

LED

芯片

生产关键设备在沪下线。

当日， 代表国际尖端水平的

国产高亮度

LED

芯片生产关键设

备

MOCVD

（金属有机化学气相

沉积设备） 在正泰集团上海张江

理想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成功下

线， 国内

LED

生产成本有望显著

下降。

图为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演示

MOCVD

的工作平台。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