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公司点评

杭锅股份 受益首个电价补贴项目

光热发电规模化启动在即，青海德令哈10兆瓦电站项目被业内广泛认为将率先尝到政策“甜头”。 承建该项目的浙江中控太阳能公司更是成为“第一个受益者”而备受市场关注。 该公司股东中

包括两家A股上市公司———杭锅股份（持股20%)和巨星科技(间接持股11.5%），市场分析普遍认为，这两家上市公司有望从德令哈项目的后期商业化运作中充分受益。

杭锅股份2011年便通过增资中控太阳能的方式获得其20%股权。 公司当时公告称，此次增资之举是基于中控太阳能与公司业务相关，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链，不仅能在太阳能热发电领域研

发中占领制高点，还能在后续发展中获得区域新能源装备发展的先机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有业内专家分析称，太阳能热发电系统中需要采用各种形式的吸热器或蒸汽锅炉，这一需求与杭锅股份业务相匹配。而且，德令哈项目后端热电工序便是采用杭锅股份产品。 这一模式如果成

功推广，将为杭锅股份开拓锅炉业务的新应用领域，为公司增添长远的业绩新增点。

首航节能 深耕光热电站EPC市场

随着国内光热发电示范电站的陆续开建，行业将形成一批具有专业资质和项目经验的光热电站EPC开发商。 首航节能近年来一直着力培育光热发电业务，2013年公司完成光热电站核心设备

的国产化研发。 综合估算，目前公司光热电站可参与业务有望达到整个光热电站总投资的60%以上。

2013年9月，首航节能全资子公司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获得甘肃省发改委复函，同意由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敦煌1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前期工作。 市场纷纷预

期，该项目有望继青海德令哈项目之后获得政府上网电价补贴。 更具标志性的意义在于，该项目是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熔盐塔式光热电站（熔盐塔式是目前全球太阳能光热电站的主

流技术趋势），也是国内乃至亚洲第一个带储热的光热电站（带储热15小时，可实现24小时连续发电的太阳能光热电站）。 业内分析称，如果该项目成功投入商运，意味着光热发电的连续性发电优

势得以充分体现，为光热发电后续凸显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力的竞争优势。

金晶科技 超白玻璃国产化探路者

超白玻璃是光热发电的基础材料，随着近年来光热发电项目的陆续开建，其需求量不断扩大。 但是，全国范围内专注于此种玻璃生产的企业寥寥无几。

金晶科技是超白玻璃国产化的先行者，近几年其超白玻璃产能快速扩张。 公司目前已经在超白玻璃领域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市场占有率较高，未来该业务有望随着市场的快速增长而呈现出

爆发性增长。

业内分析称，金晶科技这样仍在坚持拓展高端玻璃市场业务的企业或将在淘汰落后产能中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以满足光热发电对超白玻璃不断扩大的需求。

（郭力方）

电价政策将落地 千亿市场正发酵 度电成本或下降

光热发电产业“时来运转”

□本报记者 郭力方

近段时间，太阳能光热发电细分板块异军突起，并带动整个太阳能板块指数8月以来上涨近10%。 驱动光热发电板块突然发力的直接因素是光热发电行业近期将获得一个来自政策的“大红包”———上网标杆电价即将出台。

在新能源发电行业，电价政策一直被认为是促成行业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关键杠杆。 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光热发电行业来说，早有市场预期其到2020年投资规模将达1000亿元以上，且前景不可估量。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一市场“大蛋糕”仍须“文火慢烹”，特别是在其度电成本尚未逼近火电成本甚至于光伏发电成

本之前，其规模化应用仍难获得终端用户普遍认可，相应的市场大规模崛起或也将成为虚谈。

1吉瓦示范项目启动在即

太阳能光热发电是利用光学系统聚集太阳辐射能，通过加热工质产生高温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 其工作原理简言之就是将光能转化为热能，再转化为电能。

相比于光伏而言，光热发电由于电力输出稳定而易被电网消纳，因此广受推崇。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为光热发电制定了“到2015年末，光热发电装机将达100万千瓦”的目标，在未来国内能源消费结构中，为其预备了一席之地。

尽管光热发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一份子被业界看好，且得到政策一定重视，但“十二五”推进至今，国内光热发电商业化推广步履蹒跚，截至2013年底，装机规模相较于“十二五”目标数字几乎为零，其背后主要成因在于上网电价政策始终未出台。

近日，中国证券报独家报道，国内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上网电价，最终有可能锁定在1.2元-1.25元/千瓦时之间，相关文件有望于近期发布。据了解，这一价格是针对国内首个商业化运营的青海德令哈50兆瓦光热发电电站的融资成本核定的。由于目前政策层面尚未全盘掌握国内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发电成本，因此将对后续的示范项目

上网电价采用“一事一议”原则核定。

针对此消息，业内外人士均纷纷指出，此次政策方拟定的上网电价尽管不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撬动国内光热发电项目后续集中开建，进而催生市场规模化启动具有标志性意义。

据了解，在拟定示范项目上网电价之外，政策制定方也正在酝酿推进产业进一步做大的实质性动作。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刘晓冰介绍，在正式的示范项目上网电价出台之后，预计从2015年开始，国家将陆续启动一系列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的招投标，总规模将达1吉瓦。这意味着未来国内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将

在政策强力推进下进入“快马加鞭”阶段。

刘晓冰表示，未来每个示范项目都将根据项目自身综合条件及初始投资情况，核定其并网运行后的上网电价标准。“光热发电上网电价制定缺乏统一的参考数据，在国内外均是普遍现象。当前国内光热发电还不能像风电、光伏那样，分资源区划定统一的标杆电价。 ”刘晓冰表示，根据实际情况，未来核定的电价有望高出上述针对青

海德令哈项目核定的1.2元 /度的水平。 他解释称，由于德令哈项目采用光热发电结合天然气发电的模式运行，其成本电价比单纯光热发电要低，因此，后续示范项目的定价水平有可能高于1.2元 /度。

多家上市公司提前布局

早在两年前太阳能行业“十二五”规划出台伊始，市场对于光热发电潜在的商业前景就做过充分展望。 据中信证券研究报告分析，按照“十二五”规划拟定的到2015年和2020年光热发电装机分别达1吉瓦和3吉瓦的目标数字，以当前国内光热发电3万元/千瓦的综合投资成本进行测算，“十二五”末1吉瓦的装机规模将创造300亿元

的市场空间，而到2020年这一市场规模可达1000亿元的级别。

根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研究，我国太阳能热发电装机潜力约为16000吉瓦。 这意味着光热发电产业真正大规模发展后的市场潜在空间将突破万亿元以上。

刘晓冰介绍，国内光热发电行业起步相对较晚，到目前尚未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这也决定了未来可观的市场蛋糕，在“烹饪”过程中，产业各个环节“成熟”的节奏各不相同，市场释放节奏的快慢也有差别。

据 权 威 光 热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CSP PLAZA 统 计 ， 中 国 国 内 当 前 已 经 有 所 推 进 的 重 点 商 业 化 光 热 发 电 项 目 近 25 个 ， 总 装 机 近 1600 兆 瓦 。 由 于 兆 瓦 级 的 光 热 电 站 初 始 投 资 动 辄 以 亿 元 计 ， 众 多 民 营 资 本 望 而 却 步 ， 上 述 25 个 示 范 项 目 多 数 被 传 统 五 大 电

力 所 囊 括 。

但仍有一些资金量充裕的民企进入其中，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标杆。 例如上述获得国家第一个核准上网电价的青海德令哈50兆瓦项目，其项目开发商便为杭州中控集团子公司。 该项目一期10兆瓦电站已经并网发电，并成为国内首个并网发电的光热电站。 业内普遍预计，一旦上述1.2元/度上网电价正式核定，该项目将随着后期装

机规模扩大，而成为国内首个成功商业化运行的标志性项目。

一些上市公司也已提早布局光热发电的浩瀚商海之中。 近期备受关注的中小板公司首航节能，其依托于中科院电工所专家研发的技术 ，早在2012年 8月就斥巨资设立子公司，专注于太阳能光热电站 EPC总承包。 去年9月，首航节能全资子公司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获得甘肃省发改委复函，同意

由该公司开展敦煌1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前期工作。 按照业内预计 ，该项目有望被纳入国家发改委后续1吉瓦示范电站阵营 ，获得国家核定的示范上网电价。

兴业证券 研究员 分析称 ，在国家电 价补贴 下 ，上述 示范项 目前期巨 额初始 投资给 开发商带 来的资 金压力 将得到 缓解 。 更为 重要的 是，通过 前期示 范项目运 行积累 的技术 储备和项 目运行 经验 ，将 为这些 公司未来 在千亿 元甚至 万亿元 的光热发 电市场 蓝海遨 游时 积 蓄 超 越 其 他 同

行 的长期 优势地位 。

该研究员表示，从产业链角度分析，任何新兴产业从起步到成熟，其上游的制造业必定也将率先崛起。 这一点在风电、光伏等行业已有验证，未来的光热发电也不例外。

根据兴业 证券整 理统计 ，目前的A股 市场上 ，进入光 热发电 制造业领 域的上 市公司 不下 5家，主 要涉及 上游光 热发电 主要设备 包括采 光镜、集 热管和 导热介质 等的制 造 。 例如 ，杭锅股份 早在几 年前便 向杭州 中控太阳 能增资 5000万元获 得 20 %股份 ，而随着杭 州中 控 太 阳 能 热 发 电

项 目获得 1 . 2元 /度的 上网电 价，项目商 业化运 作后的 收益必 将被杭锅 股份分 得。 航空 动力和三 花股份 也均在 碟式太 阳能热发 电关键 装置领 域耕耘 数年。 而金 晶科技 则在 2003年 通过与美 国 PPG公司 进行战 略合作 的方式，涉 足光热 发电的 基础部 件超白玻 璃的生 产领域 。

度电成本下降很关键

对于光热发电近段时间市场关注度的持续升温，也有不少研究员持相对谨慎态度。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们所指出的光热发电当前最致命的短板便是成本问题。 “尽管任何新能源发电形式都会获得政策青睐，但放眼未来，随着国家补贴政策逐渐下调直至取消，它们都要被推向市场，到时候，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还

在于发电成本。 ”

当前来看，太阳能热发电的成本，无论是相对于火电，还是与其“同根生”的光伏发电来说，均存在较大劣势。 综合行业多个研究报告的权威说法，目前国内光热发电的初始投资成本在2.9万元/千瓦左右，度电成本为1.38元/度上下。 对比传统火电和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的初始投资成本和度电成本均相当于传统火电的4倍，是光伏发电

的2倍。

刘晓冰也坦承，目前摆在光热发电全行业面前的最关键问题便是，如何推动行业整体投资和度电生产成本的迅速下降。

有光伏行业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曾经一度是市场“宠儿”的光伏行业，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规模化扩张，技术几轮升级换代，制造业产品价格一路下跌，目前其度电成本也仅降至1元 /度，最低也在0.8元 /度上下。 以此进程来类比分析光热发电，其当前装机规模不及光伏1/10，且制造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并缺乏成功商业化案

例，如此现状下，要实现度电成本下降，显然并非易事。

不过，刘晓冰表示，未来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凭借自身的天然优势，光热发电还是有望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

刘晓冰解释称，光热发电行业未来成本下降的空间十分巨大，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路线优化升级以及关键部件国产化替代上。

在技术路线问题上，目前国内外均以槽式和塔式为主流，其中槽式光热发电站的装机规模为塔式的数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刘晓冰认为，从行业发展趋势上，目前槽式发电技术的成本下降空间已经饱和，未来最具成本竞争优势的是塔式技术。他解释道，塔式光热电站其吸热器中的工作介质的温度在500-1000℃，高温度决定了高热值转化效率。同时，相对于槽式系统，由于省掉了管道传输系统，热损失小，系统效率高，也更便于存储热量。这一技术优势决定了在同样规模的投资水平下，塔式比槽式电站的单位投资可下降一大截。

而在光热设备方面，刘晓冰指出，仅以光热发电的聚焦集热管这一关键部件为例，其在全球发展近30年，一直以来被德国肖特和西门子两家企业垄断，产品售价居高不下。近两年，随着国内光热发电开始起步，已有十余家企业试制出样管，其规模化生产后的价格可较国外产品下降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光热设备全面国产后的替代成

本下降空间潜力十分可观。 ”

按照中信证券的研究分析，在国内市场，光热发电单位投资如果在5万元/千瓦以上，市场难以推广；如果降到3万元/千瓦，市场开始出现；如果再降到1.5万元/千瓦，有较大市场；若降到1万元/千瓦，市场不可估量。

刘晓冰乐观地表示，光热发电进入“平价上网”时代，有望在十年左右时间内实现。

金晶科技 超白玻璃国产化探路者

超白玻璃是光热发电的基础材

料，随着近年来光热发电项目的陆

续开建，其需求量不断扩大。 但是，

全国范围内专注于此种玻璃生产的

企业寥寥无几。

金晶科技是超白玻璃国产化的

先行者，近几年其超白玻璃产能快

速扩张。 公司目前已经在超白玻璃

领域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市场占有

率较高，未来该业务有望随着市场

的快速增长而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业内分析称， 金晶科技这样仍

在坚持拓展高端玻璃市场业务的企

业或将在淘汰落后产能中进一步扩

大市场份额， 以满足光热发电对超

白玻璃不断扩大的需求。（郭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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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电成本下降很关键

对于光热发电近段时间市场关注

度的持续升温， 也有不少研究员持相

对谨慎态度。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 他们所指出的光热发电当前

最致命的短板便是成本问题。“尽管任

何新能源发电形式都会获得政策青

睐，但放眼未来，随着国家补贴政策逐

渐下调直至取消， 它们都要被推向市

场，到时候，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还在于发电成本。 ”

当前来看，太阳能热发电的成本，

无论是相对于火电， 还是与其“同根

生” 的光伏发电来说， 均存在较大劣

势。 综合行业多个研究报告的权威说

法， 目前国内光热发电的初始投资成

本在2.9万元/千瓦左右， 度电成本为

1.38元/度上下。 对比传统火电和光伏

发电， 光热发电的初始投资成本和度

电成本均相当于传统火电的4倍，是光

伏发电的2倍。

刘晓冰也坦承， 目前摆在光热发

电全行业面前的最关键问题便是，如

何推动行业整体投资和度电生产成本

的迅速下降。

有光伏行业分析师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曾经一度是市场“宠儿” 的

光伏行业，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规模化

扩张，技术几轮升级换代，制造业产品

价格一路下跌， 目前其度电成本也仅

降至1元/度， 最低也在0.8元/度上下。

以此进程来类比分析光热发电， 其当

前装机规模不及光伏1/10， 且制造业

技术水平整体偏低， 并缺乏成功商业

化案例，如此现状下，要实现度电成本

下降，显然并非易事。

不过，刘晓冰表示，未来随着国家

政策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 凭借自身

的天然优势， 光热发电还是有望在新

能源发电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的。

刘晓冰解释称， 光热发电行业未

来成本下降的空间十分巨大， 这主要

体现在技术路线优化升级以及关键部

件国产化替代上。

在技术路线问题上， 目前国内外均

以槽式和塔式为主流， 其中槽式光热发

电站的装机规模为塔式的数倍， 处于绝

对优势地位。但刘晓冰认为，从行业发展

趋势上， 目前槽式发电技术的成本下降

空间已经饱和， 未来最具成本竞争优势

的是塔式技术。他解释道，塔式光热电站

其吸热器中的工作介质的温度在500�

-1000℃， 高温度决定了高热值转化效

率。 同时，相对于槽式系统，由于省掉了

管道传输系统，热损失小，系统效率高，

也更便于存储热量。 这一技术优势决定

了在同样规模的投资水平下， 塔式比槽

式电站的单位投资可下降一大截。

而在光热设备方面，刘晓冰指出，

仅以光热发电的聚焦集热管这一关键

部件为例，其在全球发展近30年，一直

以来被德国肖特和西门子两家企业垄

断，产品售价居高不下。 近两年，随着

国内光热发电开始起步， 已有十余家

企业试制出样管， 其规模化生产后的

价格可较国外产品下降一半以上。“这

意味着光热设备全面国产后的替代成

本下降空间潜力十分可观。 ”

按照中信证券的研究分析， 在国

内市场，光热发电单位投资如果在5万

元/千瓦以上，市场难以推广；如果降

到3万元/千瓦，市场开始出现；如果再

降到1.5万元/千瓦，有较大市场；若降

到1万元/千瓦，市场不可估量。

刘晓冰乐观地表示， 光热发电进

入“平价上网” 时代，有望在十年左右

时间内实现。

电价政策将落地 千亿市场正发酵 度电成本或下降

光热发电产业“时来运转”

□本报记者 郭力方

近段时间， 太阳

能光热发电细分板块

异军突起， 并带动整

个太阳能板块指数8

月以来上涨近10%。

驱动光热发电板块突

然发力的直接因素是

光热发电行业近期将

获得一个来自政策的

“大红包”———上网

标杆电价即将出台。

在新能源发电行

业， 电价政策一直被

认为是促成行业大规

模商业化发展的关键

杠杆。 对于处于起步

阶段的光热发电行业

来说， 早有市场预期

其到2020年投资规

模将达 1000亿元以

上，且前景不可估量。

不过， 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了解到， 这一

市场“大蛋糕” 仍须

“文火慢烹” ，特别是

在其度电成本尚未逼

近火电成本甚至于光

伏发电成本之前，其

规模化应用仍难获得

终端用户普遍认可，

相应的市场大规模崛

起或也将成为虚谈。

1吉瓦示范项目启动在即

太阳能光热发电是利用光学系统

聚集太阳辐射能， 通过加热工质产生

高温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 其工作原

理简言之就是将光能转化为热能，再

转化为电能。

相比于光伏而言， 光热发电由于电

力输出稳定而易被电网消纳， 因此广受

推崇。 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为光热

发电制定了“到2015年末，光热发电装

机将达100万千瓦”的目标，在未来国内

能源消费结构中，为其预备了一席之地。

尽管光热发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

要一份子被业界看好，且得到政策一定

重视，但“十二五” 推进至今，国内光热

发电商业化推广步履蹒跚， 截至2013

年底，装机规模相较于“十二五” 目标

数字几乎为零，其背后主要成因在于上

网电价政策始终未出台。

近日，中国证券报独家报道，国内

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上网电价，最终有可

能锁定在1.2元-1.25元/千瓦时之间，

相关文件有望于近期发布。 据了解，这

一价格是针对国内首个商业化运营的

青海德令哈50兆瓦光热发电电站的融

资成本核定的。由于目前政策层面尚未

全盘掌握国内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发

电成本，因此将对后续的示范项目上网

电价采用“一事一议” 原则核定。

针对此消息，业内外人士均纷纷指

出，此次政策方拟定的上网电价尽管不

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撬动国内光热发电

项目后续集中开建，进而催生市场规模

化启动具有标志性意义。

据了解，在拟定示范项目上网电价

之外，政策制定方也正在酝酿推进产业

进一步做大的实质性动作。据国家太阳

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刘晓

冰介绍，在正式的示范项目上网电价出

台之后，预计从2015年开始，国家将陆

续启动一系列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的招

投标，总规模将达1吉瓦。 这意味着未

来国内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将在政策

强力推进下进入“快马加鞭”阶段。

刘晓冰表示，未来每个示范项目都

将根据项目自身综合条件及初始投资

情况，核定其并网运行后的上网电价标

准。“光热发电上网电价制定缺乏统一

的参考数据， 在国内外均是普遍现象。

当前国内光热发电还不能像风电、光伏

那样， 分资源区划定统一的标杆电

价。 ” 刘晓冰表示，根据实际情况，未来

核定的电价有望高出上述针对青海德

令哈项目核定的1.2元/度的水平。 他解

释称，由于德令哈项目采用光热发电结

合天然气发电的模式运行，其成本电价

比单纯光热发电要低，因此，后续示范

项目的定价水平有可能高于1.2元/度。

多家上市公司提前布局

早在两年前太阳能行业 “十二

五” 规划出台伊始，市场对于光热发电

潜在的商业前景就做过充分展望。 据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分析， 按照“十二

五” 规划拟定的到2015年和2020年光

热发电装机分别达1吉瓦和3吉瓦的目

标数字， 以当前国内光热发电3万元/

千瓦的综合投资成本进行测算，“十二

五” 末1吉瓦的装机规模将创造300亿

元的市场空间， 而到2020年这一市场

规模可达1000亿元的级别。

根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的研究， 我国太阳能热发电装

机潜力约为16000吉瓦。这意味着光热

发电产业真正大规模发展后的市场潜

在空间将突破万亿元以上。

刘晓冰介绍， 国内光热发电行业

起步相对较晚， 到目前尚未形成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 这也决定了未来可观

的市场蛋糕，在“烹饪” 过程中，产业

各个环节“成熟” 的节奏各不相同，市

场释放节奏的快慢也有差别。

据权威光热市场研究机构CSP�

PLAZA统计， 中国国内当前已经有

所推进的重点商业化光热发电项目

近25个，总装机近1600兆瓦。 由于兆

瓦级的光热电站初始投资动辄以亿

元计，众多民营资本望而却步，上述

25个示范项目多数被传统五大电力

所囊括。

但仍有一些资金量充裕的民企进

入其中，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标杆。例

如上述获得国家第一个核准上网电价

的青海德令哈50兆瓦项目， 其项目开

发商便为杭州中控集团子公司。 该项

目一期10兆瓦电站已经并网发电，并

成为国内首个并网发电的光热电站。

业内普遍预计，一旦上述1.2元/度上网

电价正式核定， 该项目将随着后期装

机规模扩大， 而成为国内首个成功商

业化运行的标志性项目。

一些上市公司也已提早布局光热

发电的浩瀚商海之中。 近期备受关注

的中小板公司首航节能， 其依托于中

科院电工所专家研发的技术， 早在

2012年8月就斥巨资设立子公司，专

注于太阳能光热电站EPC总承包。 去

年9月，首航节能全资子公司敦煌首航

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获得甘肃省发改

委复函，同意由该公司开展敦煌10兆

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前期工作。

按照业内预计， 该项目有望被纳入国

家发改委后续1吉瓦示范电站阵营，获

得国家核定的示范上网电价。

兴业证券研究员分析称，在国家

电价补贴下，上述示范项目前期巨额

初始投资给开发商带来的资金压力

将得到缓解。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前

期示范项目运行积累的技术储备和

项目运行经验，将为这些公司未来在

千亿元甚至万亿元的光热发电市场

蓝海遨游时积蓄超越其他同行的长

期优势地位。

该研究员表示， 从产业链角度分

析，任何新兴产业从起步到成熟，其上

游的制造业必定也将率先崛起。 这一

点在风电、光伏等行业已有验证，未来

的光热发电也不例外。

根据兴业证券整理统计，目前的

A股市场上， 进入光热发电制造业领

域的上市公司不下5家， 主要涉及上

游光热发电主要设备包括采光镜、集

热管和导热介质等的制造。 例如，杭

锅股份早在几年前便向杭州中控太

阳能增资5000万元获得20%股份，而

随着杭州中控太阳能热发电项目获

得1.2元/度的上网电价， 项目商业化

运作后的收益必将被杭锅股份分得。

航空动力和三花股份也均在碟式太

阳能热发电关键装置领域耕耘数年。

而金晶科技则在2003年通过与美国

PPG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方式， 涉足

光热发电的基础部件超白玻璃的生

产领域。

刘晓冰详解光热发电商业化“正途”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国内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是

‘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 ” 国

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

长刘晓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介绍， 国内光热发电早有技术储备

和项目落地， 却直到今天才即将获得

国家实打实的激励政策。

他指出， 正因为看过了众多新兴

产业过去几年所走过的产业化 “弯

路” ，在充分总结前车之鉴后，国内光

热发电行业已经为未来大规模商业化

勾勒出了较为清晰的“路线图” ：建设

实验电站， 打通系统流程， 发现供应

商；建设示范电站，建立产业链基础，

打通产业链；建设规模化电站，完善产

业链， 降低发电成本； 建设商业化电

站，实现无补贴的竞争式发展。

相对优势明显

刘晓冰指出， 当前国内光热发电

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仍存在一系

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问题来自两

方面：一是技术成熟度不高，尤其是电

站建设的系统集成能力不足； 二是上

网电价定价机制的不明确及不完善。

不过，刘晓冰介绍，相对光伏发电

而言，在热能储备完善的情况下，光热

发电通过前端生热后端与传统热电工

艺联产， 可以实现24小时连续发电，

这种方式输出的电能质量要远甚于日

利用小时数不足12小时的光伏发电。

此外， 由于热发电避免光伏发电工艺

中的硅晶光电转换环节， 无需昂贵的

晶硅材料投入， 其潜在成本下降幅度

要远甚于光伏。

他说，更为重要的是，光热发电在

替代传统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潜力不可

小觑。按照资源统计，我国太阳能热发

电装机潜力约为16000GW， 发电潜

力约为42000TWh/年，折合年发电量

可达420000亿kWh，这一数字对比我

国2012年49555亿kWh的全年用电

总量来讲， 意味着可替代当前逾8成

的电力消费， 这一潜力其他能源替代

形式无法比拟。

此外，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具有优

异的环境特性。根据数据统计，以电站

的全寿命周期计算，每发一度电，传统

火电带来900毫克的碳排放， 天然气

435毫克，光伏110毫克，风能17毫克，

而光热发电仅为12毫克。光热发电整个

工艺流程中的环境友好性可见一斑。

“四步走” 战略

刘晓冰表示， 光热发电的未来商

业模式为， 通过电价形成机制与技术

发展机制的融合， 重点发展和完善电

站集成运维技术， 从而牢固掌握设计

技术。 光热发电产业要实现的是自主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目标， 构建完整产

业链，直至不依赖补贴的商业化。

他说，为实现这一模式，我们联盟

研究总结出光热发电产业“四步走”

战略：第一步建设实验电站，打通系统

流程，发现供应商；第二步建设示范电

站，建立产业链基础，打通产业链；第

三步建设规模化电站，完善产业链，降

低发电成本；第四步建设商业化电站，

实现无补贴的竞争式发展。

刘晓冰介绍道， 当前光热发电

产业发展处于从实验到示范的过渡

阶段， 这一时期行业的主要任务是

开展槽式、 塔式和蝶式等不同技术

路线的实验， 每种技术类型不少于2

个，这一阶段对应的电站建设总规模

目标700MW。 在此过程中，要培育

一批专业的电站EPC队伍， 以10家

左右为宜。

他预计，到2025年后，也就是完

成上述第三个阶段任务， 国内光热发

电度电水平可降至0.6元/度， 与传统

电力形式成本相当，届时，光热发电商

业化发展阶段才可正式开启。

他说， 当前国内光热发电成本电

价约为1.38元/度， 单位投资0.299亿

元/MW。 预计通过4年时间，到2018

年， 可将成本电价降至1.15元/度，这

期间需要政府投入补贴35亿元。 到

2021年前后， 发电成本可降至0.9元/

度， 这期间需要政府补贴预计80亿

元。 到2025年前后时，国内光热发电

装机量可突破5000MW，度电成本将

降至0.6元/度。 前后三个阶段需要的

政府补贴额度总计不到300亿元，便

可推动光热发电正式进入 “平价上

网” 时代。

杭锅股份 受益首个电价补贴项目

光热发电规模化启动在即，青

海德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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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电站项目被业内广

泛认为将率先尝到政策“甜头”。 承

建该项目的浙江中控太阳能公司更

是成为“第一个受益者”而备受市场

关注。 该公司股东中包括两家

A

股

上市公司———杭锅股份（持股

20%)

和巨星科技

(

间接持股

11.5%

），市场

分析普遍认为， 这两家上市公司有

望从德令哈项目的后期商业化运作

中充分受益。

杭锅股份

2011

年便通过增资中

控太阳能的方式获得其

20%

股权。

公司当时公告称， 此次增资之举是

基于中控太阳能与公司业务相关，

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链， 不仅能

在太阳能热发电领域研发中占领制

高点， 还能在后续发展中获得区域

新能源装备发展的先机优势， 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有业内专家分析称， 太阳能热

发电系统中需要采用各种形式的吸

热器或蒸汽锅炉， 这一需求与杭锅

股份业务相匹配。而且，德令哈项目

后端热电工序便是采用杭锅股份产

品。这一模式如果成功推广，将为杭

锅股份开拓锅炉业务的新应用领

域，为公司增添长远的业绩新增点。

■ 重点公司点评

首航节能 深耕光热电站EPC市场

随着国内光热发电示范电站

的陆续开建，行业将形成一批具有

专业资质和项目经验的光热电站

EPC

开发商。 首航节能近年来一直

着力培育光热发电业务，

2013

年公

司完成光热电站核心设备的国产

化研发。 综合估算，目前公司光热

电站可参与业务有望达到整个光

热电站总投资的

60%

以上。

2013

年

9

月， 首航节能全资子

公司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

司获得甘肃省发改委复函，同意由

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开

展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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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

项目前期工作。 市场纷纷预期，该

项目有望继青海德令哈项目之后

获得政府上网电价补贴。

更具标志性的意义在于，该

项目是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熔盐塔式光热电站（熔盐塔

式是目前全球太阳能光热电站的

主流技术趋势）， 也是国内乃至亚

洲第一个带储热的光热电站（带储

热

15

小时，可实现

24

小时连续发电

的太阳能光热电站）。业内分析称，

如果该项目成功投入商运，意味着

光热发电的连续性发电优势得以

充分体现， 为光热发电后续凸显

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力的竞争

优势。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光热发电站在河北宣化建成。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