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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参与人数创纪录 新项目被寄予厚望

本报记者 何昱璞

6月7日下午，从全国各地赶来的300余位股东齐聚西安，参加了隆基股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此次股东大会参与人数也创公司历史之最。 与会股东热情高涨，针对公司产品发展战略、行业发展情况与公司高管展开交流。

在此次股东大会上，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对公司光伏建筑一体化等新项目充满期许，同时他表示，目前硅料短缺只是暂时性的，会随着上游企业扩产得到解决，长期光伏需求持续向好。

现场股东热情高涨 19个议案高票通过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隆基股份股东人数为49.74万户，已连续3个季度实现增长，环比去年四季度增长77.38%。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由于人数众多，为了提高投票效率，公司也创新启用了二维码投票+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票数统计。 当晚披露的公告显示，公司19个议案均获高票通过。

在提问环节，公司设置了分组提问，并在现场选取了近20位个人投资者进行提问，由公司董事长钟宝申一一进行解答。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许多股东都是从外地乘飞机赶来。 来自江西的王先生表示，他持续关注隆基股份三四年了，这次专门想近距离来了解一下公司。 同时，记者注意到，关注隆基股份的股东年龄层跨越很大，现场既有20多岁刚刚入市的年轻人，也有年近古稀的资深股民……

由于人数众多，隆基股份在此次会议召开一周前发布公告，更改了会议地址，由原定的公司会议室改为草滩会议中心贞观厅。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现场回复后，公司安排所有参会股东近距离接触公司，统一乘车前往公司厂区参观。 与会投资者表示，这次来参加股东大会不虚此行，不仅更加深入地了解隆基股份的发展布局，也对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个人投资帮助很大。

积极延伸布局 对新项目寄予厚望

隆基股份2020年成绩斐然，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5.83亿元，同比增长65.9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5.52亿元，同比增长61.9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单晶硅片产量58.9GW，同比增长67.11%；单晶组件产量26.6GW，同比增长198.68%。

根据BNEF《2020年能源展望报告》，预计到2050年，风能和光伏发电将占全球电力供应的56%；在能源转型需求的驱动下，非化石能源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将保持高速增长。

对于2020年7月新投入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产品，钟宝申表示：“BIPV产品和组件产品呈现相关性，毛利率上相比组件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光伏与建筑的结合，能够有效降低建筑用能和减少碳排放，对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同时，钟宝申对一季度新布局的氢能产业进行了阐释。 他表示：“对隆基股份来讲，要推动全球低碳化的能源变革，除了在电力之外，我们认为作为燃料、还原剂来使用的这些能源也必须去碳，而氢能就是很好的产品。 光伏和氢能也可以很好地结合，我们也从电解制氢的角度考虑未来能够为市场提供绿色低碳的氢能源，使得绿氢的成本大幅降低。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低成本的绿氢。 ”

硅料短期波动 全球长期需求量不变

现场有投资者对今年出现的硅料涨价及短缺表示担忧。 钟宝申表示：“今年虽然面临硅料短缺的客观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组件交付，但是从长期来看，全球光伏市场的需求量并未发生变化。 ”

同时，钟宝申认为，硅料的短缺是暂时性的，是供需不平衡造成的。 他表示：“我们认为硅料产业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技术，不会考虑延伸到上游产业链。 短缺作为暂时性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做的事是和上游供应商做好协同，让光伏产业进入平稳状态。 ”

据IEA预测，2021年光伏新增装机将达到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一半以上。 全球光伏发电将逐渐进入“一毛钱一度电”的时代。

在此背景下，隆基股份今年宣布将再度扩产。 截至2020年末，隆基股份单晶硅片产能达到85GW、单晶电池产能达到30GW，单晶组件产能达到50GW。 伴随全球光伏的快速发展，隆基股份预计，公司2021年单晶硅片年产能达到105GW，单晶电池年产能达到38GW，单晶组件产能达到65GW，并将全年营收目标定为8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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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坚持软件赋能 持续打造创新平台型公司

●本报记者 宋维东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日前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顺应时代发展趋

势，东软集团走过了30年发展历程，奠定了

公司在中国软件行业的地位。站在而立之年

的新起点， 要打造一个以软件技术为核心，

利用软件赋能大健康、大汽车等创新业务的

平台型公司，更好地探索软件企业新的生存

空间，找到软件企业“新活法” ，形成更具竞

争力的“新东软” 。

而立东软

中国证券报： 回顾过去

30

年发展历程，

你作为东软集团创始人，有哪些感受？

刘积仁：1991年，我们踏上创业之路进入

软件行业，与中国软件行业一同成长和发展。

一路走来，东软集团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从单

纯的软件产品， 到如今涉足大健康、 智慧城

市、智能汽车等产业，实现从创造技术向创造

价值转变， 从以技术为核心向与行业融合发

展转变，从产品公司向服务和平台公司转变。

在此过程中，我们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大

好形势，充分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数字

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 同时，我们也是

智慧的，始终坚持“投资未来” 的原则，能在

每一个机会起步之时紧紧抓住并坚持下去，

发展出不同的垂直业务板块。 事实证明，我

们的决策和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

如今，站在30年这个特殊时点，感慨万

千。软件行业不是一个“坐吃老本”的行业，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生命周期短是软件企业

的显著特点之一。 30年走下来，同行者已经

寥寥无几，我们能“活下来” 就是收获。

中国证券报：你认为东软一路发展壮大

的原因有哪些？

刘积仁：我认为首要原因一定是文化建

设。 30年来，我们靠不断凝聚人才把事业做

大。从3个人起步，一路都是困难与挑战。能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主线是始终坚持创业

者精神和让大家接受并喜欢的企业文化。我

们倡导简单、负责、合作、尊重、诚信，努力为

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始终把对员工的

激励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

于这样的企业文化，我们凝聚了一批人一路

同行。 特别是在面对人才的激烈竞争时，这

批人依然坚守在东北、 坚守在东软集团，这

让我很感动。

第二，东软集团是长期主义者，在面对

各方面诱惑时绝不投机，始终坚守以软件为

核心的发展方向。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公司坚持投向未来。这让我们始终都能与时

代发展同步，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第三，作为科技公司，东软集团始终重

视科技的力量，敢于对那些可能成功或不成

功的领域持续投入，也不断通过商业模式的

创新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正是这么多年持

续坚守，公司才有了今天良好的发展局面。

第四，我们不断创新求变，不断探索发展

模式，从单一软件技术思维框架中跳出来，打

破生命周期局限， 在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中

不断创造自己的“活法” ，走向新的未来。

坚持软件赋能

中国证券报： 软件行业发展到今天，发

生了哪些变化？

刘积仁：软件行业在经历了最初的科研

阶段及中期的技术产品阶段及后来的解决

方案和服务阶段之后，今天已进入到赋能时

代。 它的存在方式、应用范围以及价值创造

的模式和业务生态与过去已完全不同。

如今，软件已成为赋能工具，被用来和

商业模式结合来创造价值，成为生态连接的

纽带和跨界融合的支撑平台。 这其中，软件

表现的不仅是技术价值，更表现出解决商业

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公司以原有主营业务为基础和

平台，通过软件、技术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

在“大健康”“大汽车” 等板块构造了东软

医疗、东软熙康、望海康信、东软睿驰等一批

创新业务公司。各创新业务公司通过不同的

商业模式和发展策略， 与外部资本融合，持

续加大研发和市场投入力度，推动转型和突

破，市场影响力和业务内涵不断提升、丰富。

中国证券报：请介绍一下上述创新业务

公司发展情况。

刘积仁： 东软医疗通过新的发展模式，

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及对全球市场的开拓，目

前已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型医学诊疗设

备制造商及国内医学影像领域产品线较为

齐全的企业之一，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

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东软的医疗设备连接将

设备与数据转变成服务，目前已经形成领先

的医学影像诊断网络，并构建了医学影像云

服务平台，使东软医疗不仅成为医疗设备制

造商，也发展成为医疗影像服务运营商。 特

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东软医疗成为“首批

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车载CT、方

舱CT、移动DR等产品为在抗疫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东软熙康构建了中国首个以城市为入

口的云医院平台，并建立了国内最大的云医

院网络，已成为推动城市医改，落实和支撑

分级诊疗、医联体、医共体、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远程医疗以及“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

务的平台。医疗数据、医疗资源的整合，使熙

康云医院的平台生态和价值进一步得到确

认和优化。

望海康信通过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推动

医疗机构卓越运行，支持医疗机构在推动价

值医疗的过程中对人、财、物实施更精准的

管理，在医院HRP、医院成本一体化、医疗

卫生资源监管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东软睿驰通过融合汽车基础软件平台、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为全球车企提

供卓越的、 可复用的核心技术产品及软件平

台产品。 目前，东软睿驰已成为中国汽车市场

基础软件平台、辅助驾驶量产产品的领导者。

打造上市公司矩阵

中国证券报：东软医疗和东软熙康日前

双双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这是基于什么

考虑？

刘积仁：东软集团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不

断围绕主线整合资源，通过不同的商业发展

培育新的生命力，通过新生态推动东软集团

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此次，这两家创新业务公司同时向港交

所提出上市申请，是公司在大健康领域部署

和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两家公司发展壮

大的必要之举。这将大大增强东软集团的创

新力量，让我们更好地抓住大健康领域发展

机会，成为数字化技术推动医疗事业变革的

推动者。

如今，东软医疗和东软熙康在各自细分

业务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推动两家公司

进入资本市场，是希望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

将这些创新业务做得更强，使其成为数字医

疗设备和云医院领域领导者。 此外，与东软

集团大健康产业互动，使东软集团的医院信

息化、医保支付、商业健康保险、医疗大数据

与东软医疗设备、东软熙康云医院组合并形

成更强大的竞争力，在健康城市、智慧城市

的建设中走出自己的模式。 当然，东软集团

作为两家公司第一大股东，也将从两家公司

上市中获得战略投资收益。

在东软集团成立30周年特殊时刻，两

家创新业务公司开启上市之路，这是东软集

团在大健康战略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相

信，未来的医疗是技术的医疗、数字的医疗，

也是信息技术推动变革的医疗。 未来，三家

上市公司所形成的创新、资本、市场能力一

定会使东软在大健康这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中获得更大收获。

中国证券报： 站在而立之年新起点，东

软如何走好今后更长的路？

刘积仁：3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软件

技术为核心， 坚守软件核心主业没有变，使

我们成为中国软件行业发展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受益者。

一直以来，公司在重大战略选择上都是

坚定的，根据发展战略为未来找到“活法” 。

这些年来，我们以创新公司的模式回避了巨

大投入对主营业务健康稳定发展带来的冲

击，也为核心业务发展构建了更强大的生态

和新价值体系。

当前，数字社会发展方兴未艾，智能化

升级的过程为东软集团带来巨大发展机会。

今后， 我们要继续以软件赋能其它行业，创

造新的业务模式，探索新的生存空间，特别

是在与公司发展战略相一致的重要领域不

会放弃发展机会，实现核心主业与创新业务

协同发展， 在垂直领域培育更多赢利点，为

公司持续发展增添新动能。

现场股东热情高涨 19个议案高票通过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隆基股份股东人数

为49.74万户， 已连续3个季度实现增长，环

比去年四季度增长77.38%。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由于人数众多，为

了提高投票效率，公司也创新启用了二维码

投票+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票数统计。 当晚

披露的公告显示， 公司19个议案均获高票

通过。

在提问环节， 公司设置了分组提问，并

在现场选取了近20位个人投资者进行提

问，由公司董事长钟宝申一一进行解答。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许多股

东都是从外地乘飞机赶来。来自江西的王先

生表示， 他持续关注隆基股份三四年了，这

次专门想近距离来了解一下公司。 同时，记

者注意到，关注隆基股份的股东年龄层跨越

很大，现场既有20多岁刚刚入市的年轻人，

也有年近古稀的资深股民……

由于人数众多，隆基股份在此次会议召

开一周前发布公告，更改了会议地址，由原

定的公司会议室改为草滩会议中心贞观厅。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现场回复后，公司安

排所有参会股东近距离接触公司，统一乘车

前往公司厂区参观。 与会投资者表示，这次

来参加股东大会不虚此行，不仅更加深入地

了解隆基股份的发展布局，也对行业有了清

晰的认识，对个人投资帮助很大。

积极延伸布局 对新项目寄予厚望

隆基股份2020年成绩斐然， 全年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545.83亿元， 同比增长

65.9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5.52

亿元，同比增长61.99%。 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 单 晶 硅 片 产 量 58.9GW， 同 比 增 长

67.11%；单晶组件产量26.6GW，同比增长

198.68%。

根据BNEF 《2020年能源展望报告》，

预计到2050年， 风能和光伏发电将占全球

电力供应的56%； 在能源转型需求的驱动

下，非化石能源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光伏风

电等新能源将保持高速增长。

对于2020年7月新投入光伏建筑一体

化（BIPV）产品，钟宝申表示：“BIPV产品

和组件产品呈现相关性，毛利率上相比组件

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光伏与建筑的结合，能

够有效降低建筑用能和减少碳排放，对于节

能减排、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同时，钟宝申对一季度新布局的氢能产

业进行了阐释。 他表示：“对隆基股份来讲，

要推动全球低碳化的能源变革，除了在电力

之外，我们认为作为燃料、还原剂来使用的

这些能源也必须去碳，而氢能就是很好的产

品。 光伏和氢能也可以很好地结合，我们也

从电解制氢的角度考虑未来能够为市场提

供绿色低碳的氢能源，使得绿氢的成本大幅

降低。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低成本的绿氢。 ”

硅料短期波动 全球长期需求量不变

现场有投资者对今年出现的硅料涨价

及短缺表示担忧。 钟宝申表示：“今年虽然

面临硅料短缺的客观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

组件交付，但是从长期来看，全球光伏市场

的需求量并未发生变化。 ”

同时，钟宝申认为，硅料的短缺是暂时

性的，是供需不平衡造成的。 他表示：“我们

认为硅料产业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技术，不会

考虑延伸到上游产业链。短缺作为暂时性的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做的事是和上游

供应商做好协同， 让光伏产业进入平稳状

态。 ”

据IEA预测，2021年光伏新增装机将达

到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一半以上。 全球光

伏发电将逐渐进入“一毛钱一度电”的时代。

在此背景下，隆基股份今年宣布将再度

扩产。 截至2020年末，隆基股份单晶硅片产

能达到85GW、 单晶电池产能达到30GW，

单晶组件产能达到50GW。伴随全球光伏的

快速发展，隆基股份预计，公司2021年单晶

硅片年产能达到105GW， 单晶电池年产能

达到38GW， 单晶组件产能达到65GW，并

将全年营收目标定为850亿元。

中信戴卡：探索以“水”代“火”

汽车零部件减碳路径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在中信戴卡凯斯曼成都工厂的车间里，铝合金FS11转

向节在架子上整整齐齐排放着。

“这是我们和吉利汽车公司联合做的中国第一个低碳

排放转向节。 ” 中信戴卡前瞻研究部部长刘海峰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介绍， 生产每公斤铝会排放16.38公斤二氧化碳，

而凯斯曼成都工厂能做到生产每公斤铝仅排放5.17公斤二

氧化碳，这正是用水电替代火电生产电解铝的结果。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把每公斤铝合金的碳排放降低

到和钢相似的程度， 就是生产每公斤铝排放2.36公斤二氧

化碳。 ” 刘海峰说。

清洁能源材料实现大幅减碳

要减碳，利用好清洁能源尤为重要。 刘海峰表示，用水

电生产的电解铝替代火电生产的电解铝可减少约75%的二

氧化碳排放。当下我国接近90%的铝合金生产采用火电，用

水电生产的电解铝占不到10%， 因此我国铝产品碳排放很

高。凯斯曼成都工厂生产的汽车铝制零部件使用了100%的

水电铝原料和70%的绿色生产电力， 取得了每公斤铝排放

5.17公斤二氧化碳的成绩。

“中信戴卡水电铝用量计划到2025年整体提升至

45%，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5万吨。 ” 刘海峰说，“在

熔炼过程中， 我们开发的低排放炉组燃气消耗水平已经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热处理时间也进一步缩短。 ”

数字化技术在降低碳排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信戴

卡车间工人介绍，在中信戴卡DMS数字制造系统下，过去需

手工记录的光谱数据、过程质量监控数据、设备点检数据、过

程异常情况数据都实现了自动采集， 还做到了实时统计整

理、数据分析。同时，以精准的材料化数字化模型支撑产品设

计和工程仿真，使造出来的铸件没有一克重量是多余的。

工人指着一排排架子上的汽车零件说：“不要小看这

些车间里的架子， 有序的摆放能减少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

的损耗，也是实现减碳必不可少的环节。 ”

能源转型对制造业提出挑战

要实现“碳中和” ，能源转型面临不小挑战。 中国人民

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主任宋枫表示， 能源结构以

煤炭为主，是我国碳排放总量高、强度大的主要原因，并且

我国8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于工业生产。

从行业来看， 吉利汽车研究院材料科技开发部部长马

秋介绍，在全球的碳排放总量中，生产和制造占31%，交通

运输占16%，合计将近碳排放总量的半壁江山。欧盟针对汽

车行业已出台了绿色新政，主要围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交

通三方面，并将进行相应立法。 汽车行业转型迫在眉睫。

技术进步需要产业政策助推

刘海峰介绍，展望未来，目前中信戴卡还在做合金方面的

创新。合金要更环保，对低压铸造工艺的要求也会更高。另外，

中信戴卡也在做碳捕捉技术方面的布局， 研究进一步扩大回

收铝的应用，从目前“铸锭+回收铝”的方式变成100%应用

回收铝，在普通铸件及一些要求较低的安全部件中推广应用。

“回收铝的处理难度相对要大一些， 回收再加工工艺

环节预计要增加至少5%的成本。现在很多回收铝筛选难度

较大，熔化后发现成分不对还需要重新调整，产品合格率可

能会从99%下降到98.3%，量产后会造成一定损失。 ” 刘海

峰表示，降低废品率需要持续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也需要国

家在更高层面完善铝回收体系，建立回收铝分级制度。

针对绿色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上升，宋枫认为，碳中

和需要依靠大量的技术进步推动实现， 而技术进步需要产

业政策的助推。设计与市场激励相容的产业政策非常重要。

同时，针对在转型中的成本，社会政策应对受影响的行业、

人群给予更多关注和帮扶。

直击隆基股份年度股东大会

现场参与人数创纪录 新项目被寄予厚望

6月7日下午，从全国各地赶来的

300余位股东齐聚西安， 参加了隆基

股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中国证

券报记者了解到，此次股东大会参与

人数也创公司历史之最。与会股东热

情高涨， 针对公司产品发展战略、行

业发展情况与公司高管展开交流。

在此次股东大会上，隆基股份董

事长钟宝申对公司光伏建筑一体化

等新项目充满期许， 同时他表示，目

前硅料短缺只是暂时性的，会随着上

游企业扩产得到解决，长期光伏需求

持续向好。

● 本报记者 何昱璞

华为成立数字能源公司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6月7日，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为30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 5月16日，

华为数字能源总裁侯金龙表示，华为今年成立了数字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战略聚焦，加大投入。

打造数字新引擎

天眼查显示，6月7日，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经营范围包括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

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2020年5月，华为将华为网络能源更名为华为数字能源。

彼时，华为表示，华为将基于电力电子技术和数字化融合，实

现对电能的转换、存储和控制，支撑整个数字世界快速向前发

展。 因此，华为网络能源正式改名为华为数字能源。

在2020年年报中，华为表示，将通过融合联接、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新ICT技术，

打造智慧电厂、智慧电网、智慧油气等行业场景化解决方

案，与伙伴共筑数字新动力，为能源客户打造数字新引擎，

支撑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效” 发展。

与合作伙伴分享利益

2020年年报显示，目前，华为已与全球190多家电力企

业深度合作，为全球领先的20家油气企业中的17家、全球

领先的20家矿业企业中的17家提供数字化服务。

5月16日， 侯金龙在2021华为数字能源合作伙伴答谢

会上表示，华为今年成立了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战略

聚焦，加大投入。 侯金龙称，生态战略将是华为数字能源公

司最核心的战略，数字能源产业实质上是生态型产业。 华

为数字能源将为客户带来价值，与合作伙伴分享利益。

日前，荣联科技在互动易表示，公司是华为长期的合作

伙伴，近两年来，双方在产品、服务、云、数字能源和智能制造

等行业开启全面合作。 在2021华为数字能源合作伙伴答谢会

和华为中国生态大会2021智能制造之夜活动中，荣联分别荣

获“华为数字能源优秀贡献奖”和“区域卓越合作伙伴奖” 。

1月11日，公牛集团与华为数字能源产品线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并推出首款支持华为超级快充的公牛电源产品。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