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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发电

机组获并网许可

国家电监会昨日发布的 《并网发电企业

2012

年许可制度执行情况监管报告》 显示，

目前全国接入地区调度及以上发电企业共计

6790

家， 装机容量约

10.25

亿千瓦， 约占全国

总装机容量的

95%

。 其中， 持有电力业务许

可证的企业

5304

家， 取得许可的机组总容量

达到

8.89

亿千瓦。

这份报告也披露了目前发电企业在依法持

证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

551

家已并网发电企

业未按要求提出许可申请， 主要集中在自备电

厂和小水电企业；

476

家发电企业因自身存在

审批 （核准）、 环保、 财务、 验收等问题， 不

符合许可条件无法取得许可证；

51

家持证企

业发生许可变更事项未及时提出申请或不符合

条件无法变更；

15

家持证企业关停后未按要

求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 部分电网企业未严格

落实许可制度， 在与发电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

议环节， 未核实许可证。

（魏书光）

红酒电商酒美网

进军葡萄酒投资市场

国内最大的红酒电商酒美网昨日正式宣布

进军葡萄酒投资市场， 其

CEO

吕意德称最快

将于

2014

年上市。

这意味着酒美网由此成为国内首家横跨葡

萄酒消费和投资两大领域的电子商务公司。 酒

美网对于葡萄酒投资市场的渗透主要借助于一

个名为世界顶级名庄葡萄酒投资联席委员会的

机构来完成， 该机构成员由中法两国葡萄酒投

资及品鉴领域的知名人士组成， 包括埃德蒙罗

斯柴尔德亚洲私人投资有限公司

CEO

禄洪、

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总裁李万寿、 雷布哈酒业公

司名誉主席白马庄老庄主雷布哈等。

吕意德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称， 酒

美网日前完成的

B

轮

1

亿元人民币融资由深

圳创新投资公司领投， 但另外一家投资公司名

称未予披露； 酒美网此次获得的融资有一部分

将投向与上述葡萄酒投资有关的上游资源整合

及相关的下游服务。 他还透露， 酒美网今年将

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最快将于

2014

年上市。

酒美网于

2008

年

2

月上线， 首创进口葡

萄酒直购平台模式， 前身是一家法国葡萄酒进

口贸易商， 主要经营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城堡葡

萄酒产品。 该公司首轮融资为

8000

万人民币，

2011

年

9

月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和北京临空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尹振茂

)

獐子岛

精品扇贝尝试论个销售

入冬以来， 在天津王顶堤海鲜批发市场，

昔日按箱批发的獐子岛 （

002069

） 虾夷扇贝，

现在开始论个销售， 实现 “精品精卖”。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提升獐子岛活品虾

夷扇贝的品牌价值， 自今年

11

月

1

日开始，

獐子岛率先在天津对特大、 大中规格的潜水虾

夷扇贝实行 “精品精卖” 的销售模式， 尝试在

市场上探索 “精品海鲜” 的市场战略。

獐子岛活品营销中心负责人表示， 在天津

王顶堤海鲜批发市场， 獐子岛的大中规格潜水

虾夷扇贝虽然按单个销售， 在价格上高于其他

同类产品， 但产品肥满度好、 鲜活度高， 通过

精品精卖， 把公司的高品质扇贝提升到一个更

高端的市场。

从经销商反馈的信息来看，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些不接受， 因为扇贝在市场上一直都是

论斤卖， 经过半个月的磨合大伙都逐步接受

了。 更重要的是， “精品精卖” 模式也为经销

商带来了更多的效益。 以前， 一箱扇贝能挣几

十块钱， 现在一箱能挣上百元。

（柴海）

南风化工实际控制人变更

南风化工 （

000737

） 公告， 公司

2012

年

12

月

11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中盐运城盐化集团

有限公司 （中盐运化） 的通知， 山西省国资委

下发文件， 同意将中盐运化国有产权整体划转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

运城市人民政府与山西焦煤集团于

12

月

10

日在太原市签订了 《关于中盐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将运城

市人民政府持有的中盐运化

100%

的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给山西焦煤， 并将 “中盐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 更名为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中盐运化是南风化工的控股

股东， 持有南风化工股份

1.41

亿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5.69%

。

山西焦煤集团组建于

2001

年

10

月， 属山

西省国有独资企业， 是国家规划的

14

个大型

煤炭基地骨干企业之一， 是中国最大的炼焦煤

生产企业和炼焦煤市场的主供应商。

（靳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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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宝瞄准航旅直销市场

据第三方调查数据显示，

2012

年第三季度中国支付行业互联网支

付业务交易规模达

9418

亿元， 同

比增长

53%

， 环比增速下降至

7.5%

。 其中以网购、 航空、 网游

为代表的传统优势领域渗透率已明

显见顶， 难以再提供较大的增量支

撑。 然而， 易宝在

2013

年依然重

金布局航旅市场。

“易宝在

2012

年的重点是航

空的直销领域。 整体来说，

2012

年我们发展的速度还不错， 在整个

直销支付中能够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的份额， 在直销业内排名第一。”

易宝支付航旅线负责人宁福生如是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据了解， 明年易宝会在航旅

直销方面增加更大的力度， 近期

会给商户推出借记卡的快捷支付

产品。

（王砚）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书长王勃华：

今年中国光伏专用设备订单减少逾八成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

书长王勃华透露， 受光伏行业不

景气影响， 预计今年中国光伏专

用设备的订单将减少

80%

以上，

而国内光伏装备市场预计将超过

4.5GW

。

王勃华是在 “

Intersolar Chi－

na

” 光伏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的。 他还指出， 不仅中国市场的订

单减少， 全球光伏设备的销售额今

年都将下降。

2011

年全球光伏设

备销售收入

128

亿美元，

2012

年

会下降至

57

亿美元。

2011

年， 中

国在该领域的销售额为

20

亿美元。

“全球光伏设备主要由亚洲提

供， 但相应的收益却较少。” 王勃

华指出， 全球光伏设备的市场

70%

由亚洲提供， 其中主要市场集中

在中国， 但亚洲

493

家设备公司的收

益只占

20%

。

同时，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产值和

销售额双双下降， 中国光伏企业的资

产负债率不断增长， 部分企业甚至面

临现金链断裂的风险， 整个光伏产业

深陷泥潭。

“到目前为止， 近

90%

的多晶

硅企业已经停产， 仍在生产的企业只

有

5

家， 但开机率也在下降。” 王勃

华称， 受近来欧盟与美国先后对中国

光伏产品采取反倾销调查和征收反倾

销、 反补贴税等措施影响， 今年多晶

硅产量预计全年

6.5

万吨， 比去年下

降超

20%

。

究其原因， 王勃华认为， 主要由

于近年来光伏产业发展无序， 对外依

存度高， 技术基础和创新不足， 以及

国际贸易环境的迅速恶化。 特别是产

业制造能力的增长远远超出了市场的

增长， 严重的产能过剩打乱了产业发

展的正常节奏。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

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峰表示，

过去几年， 中国光伏企业的产能年年

都在翻番， 但市场的需求并没有年年

翻番， 造成产能过剩是必然的。 所

以， 光伏全行业的企业都应该共同控

制产量。

同时， 王勃华还认为， 近期出台

的利好政策， 相关企业在欢迎的同时

应更加谨慎。 他表示， 在扩大国内市

场的同时， 必须统筹规划， 做好顶层

设计， 加快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使产业发展和扩大市场应用同步进

行， 要彻底淘汰掉竞争力低下产能落

后的企业。

中国光伏市场严寒中孕育希望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凛冬已至， 这与我国太阳能

光伏发展何其相似。 受大环境影

响， 今年北京下半年的光伏展会

全部取消， 每年规模庞大的 “

In－

tersolar China

” 光伏博览会变成研

讨会。 但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和

企业对光伏产业的信心并未动摇。

多数参会专家表示， 国家多项政

策扶持， 光伏企业应该根据自身

调整好企业战略， 成为光伏行业

未来的整合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 国家鼓励

分布式电网发展 ， 这是趋势所

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

员王斯成表示， 现在全球发电主

要为分布式光伏发电， 而中国恰

恰相反， 以大电网为主。 他预计

2020

年分布式发电将占总发电量

的

54%

。

民生证券行业分析师王海生表

示， 国家近期频繁出台政策， 大力

补贴国内光伏应用。 但国内市场在

全球占比较小， 产业基本面的恶化

并不会因此缓解。 而随着补贴政策

的不断加强和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

跌， 下游电站开发商将迎来一个灿

烂的春天。

王斯成列举数据， 在欧洲， 电

网对居民的零售电价大约在

0.2~

0.25

欧元

/kWh

， 而光伏发电的合理

电价大约在

0.10~0.15

欧元

/kWh

，

用光伏发的电比用电网的电还要便

宜， 达到了平价消费的水平。

“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光

伏发电成本有了明显下降， 中国东部

的合理电价大约为

1.3

元

/kWh

年满

发

1100

小时。 中国东部平均白天工

商业用电价格在

0.925

元， 如果光伏

成本再下降

30%

， 即可以达到平价

消费的水平。” 王斯成说。

王斯成指出， 中国虽然目前还没

有达到光伏平价消费的阶段， 但在今

后

2~3

年内就有可能在工商业用户

建筑上实现光伏的平价消费， 因此研

究制订中国光伏平价消费政策是很有

必要的。

王斯成强调， “达到了平价消

费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的补贴， 但

是却仍然需要合理的政策。 目前在

欧洲， 对于居民用户安装光伏发电

系统存在着三种政策： ‘上网电价’

政策、 净电量结算政策和自消费政

策。 当光伏电价高于电网电价的情

况下， 欧洲普遍采用 ‘上网电价’

政策； 而当光伏电价低于电网电价

时， 则可以选择后两种政策， 各国

的情况各有不同。”

“从目前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政

策、 技术、 资金等方面看， 中国的

光伏太阳能行业前景可期， 尽管存

在低价竞争和国外双反调查等挑战，

但在未来两年中国光伏太阳能行业

可能会再次转好。” 王斯成信心满满

地表示。

在企业看来， 更希望国家尽快出

台分布式电网的相关措施。 晶科能源

总裁陈康平就指出， 希望国家尽快出

台相关配套措施细则， 同时确保资金

按时发放， 希望并网及配套工程同步

发展。 陈康平还从企业自身分析怎样

应对市场变化。 他指出， 目前光伏市

场需求已经逐渐从唯价竞争转化为多

角度竞争， 同时企业也要多样化经

营， 向电站下游发展。 同时还要多资

金渠道， 引进民间资本。

对此王海生指出， 国内光伏电站

开发市场机遇的获益者， 拥有稳健的

现金流， 能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入场整

合； 同时， 具备电站项目的强大开发

和销售能力和前期固定资产投入低、

折旧和债务负担轻。 这样的企业， 非

常可能平安度过严冬， 而成为光伏行

业未来的整合者。

警惕家族公司萧墙之祸的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随着中小板创业板的迅速壮大，

A

股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的数量也在

急剧膨胀。 如果说上市公司面临的

原始股东风险主要来自创业伙伴的

分道扬镳的话， 那么家族式企业的

原始股东风险则主要来自家庭成员

间的感情分裂， 而近年来这种情况频

发考验着上市公司原始股东的智慧。

此前，

A

股上市公司原始股东之

间的矛盾主要以创业伙伴半路拆伙

的现象出现。 其中华海药业创始人

陈保华和周明华之间的矛盾、 美达

股份曾经的掌控者梁伟东、 梁广义

和梁少勋之间的纷争早已广为投资者

所熟知。 但这类纷争往往有一个焦

点， 即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一

旦分出胜负， 失败的一方往往难以

继续对上市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也

会对上市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但有家庭、 血缘关联的股东关

系在上市公司层面的破裂则可能造

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不仅因为血缘

关系无法割裂， 也因为血亲和姻亲

的分裂往往伴随着资产的分割， 从

而导致上市公司股东格局发生变化。

随着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数量剧

增， 上市公司控股方中的 “父子

兵”、 “兄弟连” 和 “夫妻店” 的

情况越来越多。 近几年来， 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高管出现婚变的消

息一直不绝于耳。 如沃华医药实际

控制人的离婚风波、 蓝色光标实际

控制人之一的孙陶然与妻子胡凌华

离婚、 梅安森董事、 副总经理程岩

与妻子王燕华离婚……如果将统计

的范围稍稍扩大， 香港上市的龙湖

地产主席吴亚军与蔡奎离婚也引起

资本市场的骚动。

当然， 血亲、 姻亲之间出现

关系破裂的形式不仅仅只有离婚

一种。 而发达市场的先例也值得

引起重视， 在香港资本市场上，

家族企业出现因私人关系变化导致

治理危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其中，

掌舵著名地产公司新鸿基的郭氏三

兄弟就曾多次被爆出不和， 郭氏兄

弟矛盾甚至引发新鸿基高层剧烈的

人事变动。

而

A

股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业

面临新老交替、 婚姻破裂等棘手难题

也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减轻上市公司

股东变动给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带

来的风险， 对于有潜在风险的上市公

司， 股东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

减少股东风险的一个重要方式是

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降低上市公

司对股东的依赖， 逐步实现由家族管

理向职业经理人管理的转变。 另一个

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目前在个别涉及

股东股权分割的案件中， 股权是否属

于婚姻关系双方的共同财产在法律界

内部尚有不同意见。 为避免争议， 上

市公司控股方对血亲和姻亲的持股方

式也有必要做好妥善安排。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网友期待东航公布“吸烟门”调查细节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12

月

11

日， 东方航空大概是

当天微博上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上市

公司。

舆情的焦点在于，

12

月

2

日

东方航空由上海虹桥机场飞北京

首都机场的航班

MU5127

上， 是

否有一位坐在头等舱第一排左侧

的乘客， 因吸烟与同机乘客发生

纠纷。

按照新浪实名认证为美国有限

电视新闻网 （

CNN

） 记者的用户

@StevenCNN

于

11

日上午

9

时所

发微博的说法， 有男乘客在飞机起

飞后在头等舱座位上吸烟， 机组人

员无任何反应， 当同舱乘客手机拍

摄时， 安全员即阻止并欲夺手机删

图， 航班抵京后， 数名大汉登机围

住拍照乘客， 迫其删除照片。 而东

方航空官方微博于

11

日下午

4

时

50

分的回应则称， 通过对当班乘

务长、 安全员和机组人员对相关信

息反 复调查 核实 ，

12

月

2

日

MU5127

航班飞行期间未发生旅客

所述的情况， 公司将与该微博用户

联系进一步核实。

此事在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热

潮， 截至发稿时，

@StevenCNN

上

午所发的微博转发量已达

17000

余

次，

@

南都深度、

@

财经网等媒

体官微所发相关微博亦均有数千次

转发。 除了追问吸烟者身份之外，

许多网友亦将东方航空作为批评和

质疑的对象。 有网友质问， “莫非

头等舱用户凌驾于其他舱位用户之

外？ 不受航空安全条例限制？” 微博

名人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微

博上表示， 坐等东航的答复。 而评论

人黄健翔则表示， 谁都随时可能是特

权的受害者， 空乘人员或许也是敢怒

不敢言。 不少网友在东方航空官方微

博留言评论， 要求东方航空对此事进

行详细说明。 当然， 也有一些网友对

本次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比如爆

料者本人是否在航班上？ 还有网友表

示， 京沪航班飞过无数次， 从未见

过有人抽烟， 此事是否真的发生？

在东方航空官微否认此事之后， 据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对网友评论

的观察， 仍有许多网友对于东方航

空的回应保持质疑， 期待进一步的

调查结果。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昨日多次

拨打东方航空董秘汪健的办公电话，

一直无人应答， 未能获得回应。 当

事另一方

CNN

记者的电话亦已转至

录音状态， 未能与其联系做进一步

求证。

一起网络热闻， 已经成为针锋相

对的非此即彼之辩。 孰是孰非？ 真相

何在？ 到底是爆料者编造事实， 还是

东方航空有难言之隐？ 公众需要真

相， 而在进一步的结论出来之前， 东

方航空的公司声誉将继续承受巨大的

舆论压力。 或许， 来自民航管理局等

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调查和详细的细节

披露， 才能够为此次事件给出一个令

人信服的说法。

淘宝“双十二”

不拼交易拼创新

� � � �根据往年经验， “双十二” 的

成交量会比 “双十一” 低， 但其营

销会更有针对性。 对中小卖家而

言， 双十二是不同年份的承接点，

既可以藉此消化当年的积存商品，

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测试新品， 为来

年销售做准备。

而对淘宝网而言， 其思考的重

点已转向如何构建电子商务的新秩

序。 淘宝网总裁姜鹏指出， 过去的

9

年， 淘宝网虽繁荣但略显嘈杂，

大踏步前进却缺乏安全感。 希望借

助今年的双十二， 进行一次电子商

务

SNS

化的新秩序试验。

此次双十二营销活动的负责

人、 淘宝网市场总监夏季表示，

淘宝网要将营销活动的主导权彻

底交给卖家， 除了单纯的商品交易

外， 希望通过卖家与卖家之间的

“联合营销”， 在其之间分享互动，

培养出鲜明的

SNS

特征来。 所谓

SNS

， 指的是社会网络交往以及相

关的服务。

据了解， 此次双十二， 消费者将

不再被动等待商家上架货品和打折，

而是能够通过淘宝网技术平台直接向

卖家发出求购信号。 这也是阿里巴巴

集团一直倡导的未来电子商务大方

向———从消费者到商家 （

C2B

）。 截

至目前， 买家求优惠数已达到

1500

万次， 响应数已过千万。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战略官曾鸣认

为， 过去的大型促销活动考验的是卖

家的备货能力、 物流发货及客服能力

等。 而这次更多是比拼创意， 小卖家

也有机会。 “一定程度上这是在试图

重建淘宝卖家环境。” 曾鸣说。

作为印证， 今年的淘宝双十二报

名方式， 已由此前的层层筛选， 首次

改为面向全网卖家推出 “零门槛报名

入口”。 截至目前已有

90

万商家报

名， 超过千万件的商品进入双十二的

活动后台。

（朱凯）

许岩

/

摄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书长王勃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