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额订单纷至沓来

光伏公司锁定上游资源

本报记者 何昱璞 见习记者 罗京

今年以来，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光伏组件企业纷纷签订大额采购合同，提前锁定上游资源。其中，硅料企业与下游企业签订超过200亿元的销售合

同就有9个，合计金额5206.53亿元。

大单频现

作为硅料龙头，通威股份今年以来连续斩获多个超级大单。 今年3月，隆基绿能与通威股份签订442亿元大额订单。 通威股份7月1日公告，与美科硅

能源和双良节能签订合计金额为1204.1亿元的硅料销售合同。

9月9日，组件生产商晶科能源发布公告称，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通威股份相关下属子公司就原生多晶硅购销达成协议，签订了多晶硅购销框架协

议。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向通威股份相关下属子公司将采购约38.28万吨多晶硅产品。 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2022年8月31日公布的国内单

晶致密料成交均价30.51万元/吨（含税）测算，预估该合同总金额约1033.56亿元。

据统计，2022年以来，通威股份、新特能源（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南玻A、大全能源四家硅料巨头分别斩获3573.66亿元、1420.77亿元、212.1亿元和

72.6亿元的硅料长单，合约期限多在5年左右，订单总额合计近5300亿元。

加速扩产

随着光伏行业的升温，硅料市场热度不减，硅料价格持续走高。 目前，硅料供应呈紧平衡态势。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签订长单的方式，组件企业可以

提前锁定资源，而上游厂商可以确保未来硅料出货通畅。

在硅料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相关上市公司纷纷宣布开启扩产模式，除了老牌厂商，一些“新玩家”也加入扩产大军。 大全能源、通威股份、上机

数控、特变电工等公司均公告了大手笔扩产计划。

大全能源公告显示，拟投资超140亿元建设年产10万吨高纯硅基材料、年产30万吨高纯工业硅、年产20万吨有机硅项目。 通威股份于今年2月和 8月

两次宣布扩产计划，合计投资金额超360亿元，将分别在四川乐山、云南保山等地建设高纯晶硅项目。

另外，南玻A在今年6月发布公告称，拟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募资28亿元，用于年产5万吨高纯多晶硅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光伏设备制造商上机数控宣布向上游硅料领域进发。上机数控2月24日公告称，将投资建设年产15万吨高纯工业硅及10万吨高纯晶硅项目，预计总

投资118亿元。 公司同时公告了硅片扩产计划，拟发行可转债募资24.7亿元用于购置安装满足年产10GW单晶硅片产能所需的单晶炉、切片机及配套设

备。

供需紧平衡

根据天合光能9月13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光伏产品以硅料为基础原材料，在此基础上加工成硅片、电池片，结合各类辅材最终组装成光伏组件。 如果

大型硅料生产企业及其他辅材供应商出现不可预知的产能波动，或下游市场阶段性超预期需求爆发，将导致公司原材料价格波动。另外，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海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物流费用大幅提升。 如果原材料价格和物流费用大幅波动，将给公司的成本及盈利能力带来风险。

从需求端来看，光伏市场持续火爆。根据机构预测数据，预计2022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在220GW-250GW，同比增速超过30.4%，较2021年的21.4%增

速再度提升。 在此背景下，光伏全产业链呈现“跑马圈地”的态势。

对于硅料价格未来走势，多家机构认为，随着产能释放，硅料价格或逐步回归至合理区间。根据机构数据，2022年国内多晶硅产能将达到117.7万吨，

2023年有望达到310.2万吨，同比增长1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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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与中国移动集团战略合作

● 本报记者 董添

启明星辰9月14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与中

国移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领域主要

包括安全业务市场联合拓展、安全产品服务共

同打造、安全能力体系协同建设、安全前沿领

域协同创新等方面，共同打造业内领先、具备

核心竞争优势的网信安全板块。

推动业务深度融合

根据公告，启明星辰将协助中国移动集团

建设算力网络基础安全能力，将自身安全能力

融入中国移动集团“连接+算力+能力” 体系。

中国移动集团开放移动云底座接口，启明星辰

开展安全产品上云用云开发，双方将联合打造

云安全桌面、安全云等产品服务。 丰富专线卫

士、5G专网安全服务体系，推动5G网络与安全

结合，为客户提供业务能力与安全能力深度融

合、自主可信的云网产品。

启明星辰表示，将依托自身已有产品体系

和快速研发能力，打造覆盖程度广、标准化程度

高的安全标杆产品，中国移动集团将依托自身

的政企客户资源和覆盖全国的渠道优势进行销

售，实现规模拓展。 未来三年，双方力争打造五

款销量超过亿元的核心标杆产品。

此外，双方将联合开展城市安全运营中心

服务。 未来三年，双方力争合作城市安全运营

中心数量达到50个以上。

公告显示， 双方基于各自领域的资源优

势，共同为最终用户提供安全可信的信息技术

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 2021年，中国移动集团

拥有9.57亿户移动客户、2.18亿户家庭宽带客

户，政企客户数超1883万家，工业、农业、教

育、政务、医疗、交通、金融等DICT行业解决方

案收入超623亿元。 中国移动集团基于自身在

品牌、渠道、客户和产品上的丰富资源，为启明

星辰市场宣传、渠道复用、商机共享、解决方案

整合提供战略支持，推动双方业务深度融合与

发展。

打造网信安全板块

根据公告，双方作为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

将形成紧密的股权关系纽带， 共同打造业内领

先、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网信安全板块。 本次交

易完成后， 启明星辰将作为中国移动集团专业

安全子公司， 中国移动集团将促进启明星辰努

力快速成为国家网信安全领域主力军和世界一

流的安全力量。

中国移动集团是全球用户规模和网络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电信运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

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约定，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 启明星辰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反映协议双方

的合作意向或原则，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

测，且该协议是否生效及具体项目的签署、实施

及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启明星辰此前公告，公司与中移资本签署

了《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中移资本作为特定

对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2.84亿股， 发行完成后中移资本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23.08%的股份。 交易完成后，启明星

辰将作为中国移动旗下提供安全能力的专业

子公司。

启明星辰表示， 公司正与中国移动集团从

战略层面、技术研究、产品“上台上架入库” 、渠

道合作、 客户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入的对接

合作， 力图迅速融入中国移动对外业务中的

“管建战” 体系；立足中国移动“两铁四安” 的

能力框架要求， 全面支撑其对内对外的安全能

力建设。

2022年上半年，启明星辰实现营业收入约

12.14亿元，同比增长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亏损 2.5亿元， 同比下降

132.9%。

前8个月全国完成水利投资7036亿元

●本报记者 张科维

9月14日， 水利部召开2022年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 水利部副部长

刘伟平表示， 截至8月底， 全国完成水利投资

7036亿元，同比增长63.9%；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97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296亿元，同比增

长50.9%。

水利建设成效显著

刘伟平说，在前7个月水利建设取得明显

进展的基础上，8月以来水利部持续加强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释放水利建设拉动经

济效能，在项目开工、资金落实、投资完成、

建设进度、 促进就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在完成水利投资方面，截至8月底，全国

完成水利投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63. 9%；其

中8月完成投资1361亿元， 创单月完成投资

纪录。 有11个地区完成投资超过300亿元，特

别是广东、 云南两省均完成投资超过500亿

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在推动水利投融资方面，1月至8月， 水利

项目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877亿元，同比增

长143%；落实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2388亿元，

同比增长69.6%。

刘伟平表示， 水利工程点多、 面广、量

大、 产业链条长， 大规模水利建设为稳增

长、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至8月，水

利建设累计吸纳就业人数191万人，其中农

村劳动力153万人， 较7月末新增就业人数

30万人。

新开工水利项目1.9万个

刘伟平表示，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水利

项目审批不断加快。 截至8月底，全国新开工水

利项目1.9万个，较7月底增加3412个，在建水利

工程投资规模超过1.8万亿元；落实水利建设投

资97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296亿元，同比

增长50.9%。 8月份，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

工程、广西龙云灌区工程顺利开工建设。

在建设进度方面， 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实现

重要节点目标。 安徽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完成近

9成，年内有望试通水、试通航；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隧洞开挖完成97.5%， 年内有望

全线贯通。 同时，一批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

和粮食安全的项目加快推进。 完成中小河流治

理6800多公里， 建成农村供水工程8173处，改

造大中型灌区505处。

资料显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总

投资606亿元。 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环北部

湾城市群水资源配置格局， 对支撑粤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龙云灌区工程总投

资52.78亿元。 工程建成后，将改善玉林市周边地

区农业灌溉条件，预计可新增灌溉面积21.0万亩，

恢复灌溉面积8.8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4.2万亩。

刘伟平表示， 当前正值水利建设的黄金季

节， 水利部将在继续抓好长江流域抗旱和防御

秋汛工作的同时， 毫不松懈地抓好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

安信证券认为，2022年下半年基建投资重点

仍将集中在水利、电力、城镇化建设等领域，水利

建设投资规模增长仍有望维持强劲态势，水利建

设、抽水蓄能和电力建设板块存在投资机会。

大额订单纷至沓来

光伏公司锁定上游资源

今年以来，面对原材料

价格上涨，光伏组件企业纷

纷签订大额采购合同，提前

锁定上游资源。 其中，硅料

企业与下游企业签订超过

200亿元的销售合同就有9

个，合计金额5206.53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签

订长单的方式，组件企业可

以提前锁定资源，而上游厂

商可以确保未来硅料出货

通畅。

●本报记者 何昱璞

见习记者 罗京

中药配方颗粒

标准化进程加快

●本报记者 倪铭

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化加快。 截至9月初，

国家药典委分4个批次发布了合计219个中

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 满足国标的品种逐步

增加，同时供给端快速扩容，上市公司积极布

局中药配方颗粒业务。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市

场增长可期。此外，企业成本上涨或带来提价

预期。

促进药品可溯源

9月1日，国家药典委发布《关于中药配

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2022年第二期）的公

示》，共计19个品种的标准，包括五味子配方

颗粒、姜黄配方颗粒、龙胆（坚龙胆）配方颗

粒等常见中药饮片。 实际上，自2021年4月国

家药典委公布首批160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

药品标准起，截至目前，已发布4个批次合计

219个品种的标准。

同时， 中药配方颗粒统一编码也在推进

标准化进程。

8月3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印发医

保中药配方颗粒统一编码规则和方法的通

知》， 中药配方颗粒编码在现有中药饮片编

码规则基础上，借鉴西药、中成药编码规则制

定，分为7个部分，共20位。

业内人士表示， 这一政策的发布将促进

药品可溯源，完善中药配方颗粒的推广使用，

有利于推进集采工作。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截至9月5日，从国家药监局的备案信息

统计公示来看，全国有68家中药配方颗粒生

产企业进行备案。 其中，一方制药、康仁堂的

品种数不少于400种，九洲方圆、江阴天江、

华润三九等14家企业品种超过300种。

从中药配方颗粒行业格局看，中国中药、

华润三九、红日药业等6家国家级试点企业市

占率超80%。

红日药业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公司中药

配方颗粒及饮片业务实现收入16.29亿元，毛

利率达65.10%。 目前，其全资子公司康仁堂

中药配方颗粒产品超过600种， 基本涵盖了

中医临床使用频率较高的品种。此外，公司积

极参与推进国标和省标的制定与申报工作，

加快全产业链布局，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

布局了生产基地。

华润三九在半年报中表示， 公司目前生

产600余种单味配方颗粒品种。 在中药配方

颗粒标准研究方面， 通过与国内多家知名科

研院校合作，持续加大标准研究力度，开展国

家和地方配方颗粒标准研究和申报， 推动配

方颗粒产品标准化。在药材资源研究方面，围

绕重点药材资源， 积极布局上游药材种植基

地，从源头保障药材质量。

随着市场扩大， 越来越多的中药生产企

业进入中药配方颗粒赛道。

以岭药业8月底在机构调研活动中表

示，公司加快新标准配方颗粒的研发备案工

作， 目前已完成300多种新标准配方颗粒品

种的上市备案工作。通过增加中药配方颗粒

药材基地数量、 扩大中药配方颗粒产能、增

加销售团队等举措，公司紧抓配方颗粒市场

机遇。

2021年9月， 维康药业与盈科瑞合作，

签订了配方颗粒的研发合同，切入中药配方

颗粒领域，填补公司在中药配方颗粒领域的

空白。

成本压力加大

华安证券预计，到2030年，我国配方颗

粒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102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达19.2%； 预计到2030年配方颗粒渗透

率将提升至25%-35%区间。

虽然行业景气度高， 但相关企业成本端

压力加大。 华润三九上半年医药板块综合毛

利率下降至56.39%；处方药业务成本同比增

长30.64%，主要由于配方颗粒业务成本上涨

导致。公司表示，由于配方颗粒业务受国标切

换和省标推进速度的影响， 处方药业务创收

增速放缓；此外，配方颗粒业务在执行新国标

之后，成本有明显上升。

国海证券研报显示， 生产和使用标准的

提高，使得配方颗粒业务成本上升，经测算营

业成本上升约85%。 为平衡国标实施带来的

配方颗粒营业成本增加，企业端在协商涨价。

目前， 在部分医院终端配方颗粒品种已经实

施涨价。

大单频现

作为硅料龙头，通威股份今年以来连

续斩获多个超级大单。 今年3月，隆基绿能

与通威股份签订442亿元大额订单。 通威

股份7月1日公告，与美科硅能源和双良节

能签订合计金额为1204 . 1亿元的硅料销售

合同。

9月9日，组件生产商晶科能源发布公告

称，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通威股份相关下属

子公司就原生多晶硅购销达成协议，签订了

多晶硅购销框架协议。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向

通威股份相关下属子公司将采购约38.28万

吨多晶硅产品。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硅业分会2022年8月31日公布的国内单晶

致密料成交均价30.51万元/吨 （含税）测

算，预估该合同总金额约1033.56亿元。

据统计，2022年以来，通威股份、新特能

源（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南玻A、大全能

源四家硅料巨头分别斩获3573.66亿元、

1420.77亿元、212.1亿元和72.6亿元的硅料

长单，合约期限多在5年左右，订单总额合计

近5300亿元。

加速扩产

随着光伏行业的升温，硅料市场热度不

减，硅料价格持续走高。目前，硅料供应呈紧

平衡态势。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签订长单的

方式，组件企业可以提前锁定资源，而上游

厂商可以确保未来硅料出货通畅。

在硅料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相关上

市公司纷纷宣布开启扩产模式，除了老牌厂

商，一些“新玩家” 也加入扩产大军。大全能

源、通威股份、上机数控、特变电工等公司均

公告了大手笔扩产计划。

大全能源公告显示， 拟投资超140亿元

建设年产10万吨高纯硅基材料、 年产30万

吨高纯工业硅、年产20万吨有机硅项目。 通

威股份于今年2月和8月两次宣布扩产计划，

合计投资金额超360亿元， 将分别在四川乐

山、云南保山等地建设高纯晶硅项目。

另外，南玻A在今年6月发布公告称，拟

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募资28亿元，用于年产

5万吨高纯多晶硅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债务。

光伏设备制造商上机数控宣布向上游硅

料领域进发。 上机数控2月24日公告称，将投

资建设年产15万吨高纯工业硅及10万吨高纯

晶硅项目，预计总投资118亿元。 公司同时公

告了硅片扩产计划，拟发行可转债募资24.7亿

元用于购置安装满足年产10GW单晶硅片产

能所需的单晶炉、切片机及配套设备。

供需紧平衡

根据天合光能9月13日发布的公告，公

司光伏产品以硅料为基础原材料， 在此基础

上加工成硅片、电池片，结合各类辅材最终组

装成光伏组件。 如果大型硅料生产企业及其

他辅材供应商出现不可预知的产能波动，或

下游市场阶段性超预期需求爆发， 将导致公

司原材料价格波动。 另外， 受疫情等因素影

响，海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物流费用大

幅提升。 如果原材料价格和物流费用大幅波

动，将给公司的成本及盈利能力带来风险。

从需求端来看，光伏市场持续火爆。 根

据机构预测数据，预计2022年全球光伏新增

装机在220GW-250GW， 同比增速超过

30.4%，较2021年的21.4%增速再度提升。在

此背景下，光伏全产业链呈现“跑马圈地”

的态势。

对于硅料价格未来走势， 多家机构认

为，随着产能释放，硅料价格或逐步回归至

合理区间。 根据机构数据，2022年国内多晶

硅产能将达到117.7万吨，2023年有望达到

310.2万吨，同比增长163.55%。

华安证券预计， 到2030年，我

国配方颗粒市场规模可以达到

1102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9.2%； 预计到2030年配方颗粒渗

透率将提升至25%-35%区间。

11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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