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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 继上半
年业绩大幅增长创历史最优后，
华菱钢铁第三季度的业绩更呈现
出加速爆发之势。

今日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显
示， 今年第三季度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亿
元至17亿元，较第二季度6.487亿
元至少增长131%；今年前三季度
预计实现净利润 32亿元至34�亿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5亿元至26.5亿元，去
年同期净利润亏损16.19亿元。

华菱钢铁称，国家持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大对钢
铁去产能、 淘汰中频炉以及整
治地条钢的力度并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 钢铁供需结构进一步
优化， 钢铁行业经营形势持续
好转。

同时，今年第三季度，公司持
续构建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
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
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力度， 企业运
营效率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2017�年第三季度，华菱钢铁

攻克高钢级大管径大壁厚管线钢
技术瓶颈， 开发出直缝埋弧焊管
线钢板， 并通过中石油专家委员
会产品鉴定， 获得国内首条1422
毫米管径天然气输入管道工程中
俄东线供货资质。

华菱钢铁称， 中俄东线天然
气输送工程属国家重点能源项
目， 该项目用管线钢要求必须具
备高强度、 良好的低温韧性及优
异的焊接性能， 对公司研发能力
要求极高。

■记者 黄利飞

10月11日，以新能源汽车为
主题的2017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
锦标赛·环洞庭湖站在长沙拉开帷
幕。 而就在前一天，2017第三届湖
南长沙国际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
展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开展。近年，以新能源汽车为主题
的活动也开始在我省遍地开花。

我省新能源汽车发展究竟如
何？ 据省经信委数据， 今年1-8
月， 我省新能源汽车重点企业累
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4791辆，同
比增加约43%， 约占全国同期产
量的10%。

新能源汽车渐成“主角”

据介绍，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
力锦标赛是我省重点打造的一项
以新能源汽车为载体的国际性综
合赛事，分设环京津冀、环洞庭湖
两站。 本届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
赛是在去年首届的基础上，由
“湘”字号升级为“国”字号的赛

事。开幕当日，不仅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102名车手直接参赛， 还吸
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战， 场面甚
为壮观。据了解，赛事将持续5天，
全程500公里， 分别经过长沙、益
阳、常德、益阳南县，最终抵达洞
庭湖畔岳阳市。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自
2015年来，在湖南举行的各类以
新能源汽车为主题的大小展览
会、赛事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
在新能源汽车拉力赛开幕的前一
天，2017第三届湖南长沙国际新
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展览会就在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展。

新能源概念逐渐在三湘大地
刮起一阵风， 成为汽车领域的主
角， 从穿梭于长沙大街小巷的各
类新能源汽车， 以及近年涌现一
批批以新能源汽车为特色的网约
车、分时租赁、物流公司上便可窥
一斑，其中吉利知豆、众泰云100
系列等车型则成为一众分时租赁
公司的常用车型。

我省相关行业优势突显

“我省已初步形成了新能源
汽车、电机电控、动力电池和电池
材料的产业链， 实现了新能源客
车、 乘用车及专用车同步发展的
格局。” 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湖南已拥有长沙众泰、长
沙比亚迪、长丰集团、湘潭吉利等
10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还有
广汽三菱、 广汽菲克两家企业也
于近期通过了工信部的准入审
查， 有望新晋为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与此同时，我省还拥有电机
电控研发能力和电池材料资源优
势，有长沙科力远、妙盛动力、桑
顿新能源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关键
部件企业，以及湖南杉杉、丰源业
翔晶科等一批电池材料企业。

据省经信委统计数据，2017
年1-8月， 我省新能源汽车重点
企业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4791
辆，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10%。

■记者 胡锐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
《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
计划实施》通知，湖南则有五
部门发文，为光伏扶贫并网结
算和缴税开“绿色通道”。光伏
发电的不断推进，为光伏电池
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据长沙
海关统计，今年1-8月，湖南省
累计出口太阳能电池117.6万
个 ， 同比增加1.4倍 ； 价值
3124.1万元 ，增长55.7%。

长沙初步形成光伏产业链

在我省，太阳能电池出口
以长沙市为主。1-8月，长沙市
出口太阳能电池116.3万个，
增加1.4倍，占同期湖南省太阳
能电池出口总量的98.5%；同
期岳阳、常德、永州等地合计
出口1.2万个，占1.5%。

在长沙高新区就建有光
伏产业基地， 并已引进中国
电科四十八所红太阳新能源、
神州光电太阳能电池片、潇湘
神光等企业和项目， 集研发、
生产于一体，初步形成多晶硅
产业链。

一路发展前行，但光伏
产业的日子并不好过。今年
以来，美国、欧盟、土耳其等
纷纷宣布对华光伏产品发
起“双反”调查或做出裁决，
中国光伏“走出去”极度受
堵。

从长沙海关的数据来看，
相关企业基本在绕开“堵点”
开拓市场，对印度、越南、坦桑
尼亚等地区的出口大幅增长。
1-8月， 湖南省对印度出口太
阳能电池90.8万个，增加904.7

倍，占77.2%；对越南出口13万
个，增加64773.5倍，占11%；
对坦桑尼亚出口6.1万个，增加
895.8倍，占5.2%。

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增价跌

按照统计， 今年1-8月，
湖南省累计出口太阳能电池
的量增加了1.4倍， 但出口平
均价格为26.6元/个， 下跌了
34.6%。

对此， 长沙海关分析，量
增主要得益于印度、拉美和东
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带动，使得
国际市场光伏需求继续保持
增长态势。 从全球数据来看，
在过去三年里，太阳能的增长
速度和成本缩减远超预测，特
别是在光伏电池方面，随着高
达每年8%的需求增长， 预计
至2017年年底，全球光伏电池
的总容量将达到3.9亿千瓦，光
伏需求量的增长将有效促进
太阳能电池的出口。

近年来全球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也是快速增长， 但是
增长速度远低于产能的扩
张。 太阳能电池继2016年下
跌35%之后， 今年以来国际
市场均价价格又跌去8%，太
阳 能 报 价 机 构 PVinsights
称， 今年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板平均市场价格为每瓦0.35
美元， 降价趋势迫使设备供
应商为保住利润而大力削减
成本， 在供应过剩形势恶化
的影响下， 下半年价格还会
加速下跌。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刘玮

通讯员 何昌笠

绕开欧美，湖南光伏出口瞄准新兴市场
前8个月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同比翻番，其中对越南增加6万余倍 但价格有所下跌

华菱钢铁业绩加速爆发 预计前三季净利超32亿

“从现在到2025年将是汽车产业变革最为剧烈的几年。”业内人士刘敏表示，而电动化则是发展
一大趋势。近来，英国和法国纷纷宣布燃油车禁售计划。而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推广上也走在
世界前列。就在上个月，工信部也透露，我国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究。

前8月我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增四成
10月11日，2017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在长沙拉开帷幕。 记者 胡锐 摄

禁售燃油车？我国已启动研究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是全球可提供光伏设
备品种最多的企业。公司通过
产研结合连续成功开发了单
晶炉、铸锭炉、多线切割机等
一系列光伏装备新产品，这些
设备不仅大部分技术接近甚
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具
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明显的成
本优势。 例如， 一条标准的
25MW电池线，如果完全依赖
进口需要花费近7000万元，而

国产设备只要2500万元左右。
按照光伏设备3年折旧期特点
计算，折合到每一瓦，采用国
产设备生产的产品具有每瓦
0.60元的成本优势。这对于任
何一家光伏企业来说都具有
极强的诱惑力。

长沙海关工作人员表示，
“我省应当通过逐步引导光伏
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大
创新力度以保持竞争力，实现湖
南省光伏产业的‘弯道超车’。”

延伸阅读

国产光电企业崛起
大幅降低成本

发展之路虽然坎坷，但光
伏产业发展之势不可逆，尤
其是国家政策支持与行业技
术进步将有力促进太阳能光
伏发电行业迅速发展壮大。
据了解，我国将逐步实施“光
伏领跑者计划”，此举将推动
整个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发
展高性能太阳能光伏电池大
众市场， 可使得高性能太阳

能光伏电池的价格变得“更
加平易近人”，进而推动太阳
能光伏发电行业进一步发
展。此外，我省在推进光伏产
业方面也提出了“光伏扶贫
计划”，要求2017年末光伏装
机规模累计达到145万千瓦
以上，在此政策支持下，湖南
光伏企业的活力将得以进一
步激活。

政策推广

未来价格更加“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