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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热后 下一站主角是核电

见习记者 倪天歌

“高铁这波热潮过去后， 就轮到核电

了。”在几家机构进行的核电业联合调研中，

信达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员路文韬如是说。

的确， 今年核电重启和出征海外

的预期点燃了资本市场对核电板块压

抑已久的热情。 但凡相关政策稍有风

吹草动，往往引得整个板块一片飘红。

日前， 国内核电重启已呈箭在弦上之

势，核电“出海”也蓄势待发。 中国核电

业在逐步褪去福岛核事故影响的阴影

后，正感受着“第二春”的阳光。

个股方面， 截至上周五收盘， 曾连拉

24

个涨停板的“疯牛股”兰石重装的月涨幅

高达

93.79%

， 中核科技月涨幅达

50.72%

，

应流股份、江苏神通、丹甫股份的月涨幅超

过

20%

，沃尔核材的月涨幅超过

10%

。

申银万国表示，

2014

年第四季度和

2015

年为已开工核电项目投入商业运

营以及新开工项目数量的第一高峰期，

“十三五”期间内陆核电的开闸将使核电

业迎来高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从投资

上看，国内核电项目重启以及核电“走

出去”战略将提升整个板块的估值。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在经历

过

2011

年福岛核事故所带来的核电

业“寒冬”的洗礼后，核电设备制造商

已变得更加理性。面对这波核电“淘金

潮”，几家核电设备供应商并非盲目乐

观地扩展核电业务， 而是一方面突出

自身主业、积极布局；另一方面也反复

强调了核电业是受政策影响很大的行

业，做好风险的防控极为重要。

核电设备投资

每年将达800亿

从国内市场空间来看， 中国核能

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核

电运行情况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全国

累计发电量为

14548.9

亿千瓦时，核

电累计发电量为

376.53

亿千瓦时，仅

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2.59%

。 在未来

能源结构中，核电占比仍然有望提升。

与世界核电平均利用水平相比，我

国的核电利用水平明显偏低。据中电联的数

据，

2013

年，我国核电利用水平为

2.11%

，而

世界核电利用的平均水平是

14%

。

业内人士指出， 核电作为目前唯一

已经成熟的、 可以大规模利用的清洁替

代能源， 必将成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中

非化石能源的主力军。 国泰君安分析师

也表示，目前国内核电发展落后，市场空

间亟待释放。

政策方面， 国务院办公厅

11

月

19

日发布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

》指出，到

2020

年，要基

本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

市场体系。在安全发展核电方面，再次强

调了到

2020

年核电的发展目标，即“核

电装机容量达到

5800

万千瓦，在建容量

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

据了解，目前，我国投入商业运行的

核电机组共有

20

台， 总装机容量为

1807

万千瓦，分布于秦山、岭澳、大亚

湾、田湾、宁德、红沿河、阳江等

7

个核电

基地；另有

28

台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

容量为

3062

万千瓦。

据此， 目前我国在运和在建机组的

总装机容量共计

4869

万千瓦， 距离

2020

年核电发展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中银国际的一位研究员表示：“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要完成

2020

年的核电在

运和在建的目标，可以说是相当困难，需

要在‘十三五’期间加大力度。 ”

华创证券研报分析，以到

2020

年我

国已建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

8800

万千

瓦为目标， 若以每台机组容量为

100

万

千瓦计算，未来

6

年，我国平均每年将有

6~7

台机组开工建设。 按设备投资占总

体投资

50%

计算，未来我国核电设备市

场将年均新增投资

700

亿元

~800

亿元。

国产设备比率超85%

� � � � “提高核电设备的国产化率是中国从

核电大国走向核电强国的一个关键”。 一位

在核电设备厂家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道。

在日前中银国际主办的核电行业专

家座谈会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能

源产业一部处长王国栋表示，“核电设备

的国产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

指国内制造， 另一方面指自主知识产

权”。 “华龙一号”和

CAP1400

就都是我

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

实际上， 我国核电设备的国产化率

在近年已取得明显进步。 从岭澳核电站

二期项目的国产化率

64%

， 到宁德核电

站的

80%

， 再到阳江项目

5

、

6

号机组的

85%

， 数字的变化也见证着中国核电自

主的历程。

据悉， 中广核最新开工的阳江

5

、

6

号机组，除了大口径调节阀、安全仪表等

设备需要进口外， 工程已基本具备自主

知识产权，基本具备出口条件。

根据方正证券研报， 国家明确要求

未来核电建设中， 国产设备占比不低于

85%

。 而核电设备价值占比中，主设备占

40%

左右、 自动化系统和仪表占

10%~

15%

、辅助系统和设备占

40%~50%

。

由此来看， 既拥有如此广阔市场发

展空间， 又有提高国产化比例的政策助

力， 未来几年无疑是国内核电设备商发

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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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核电出海

核电三巨头告别三国杀 合力出海道阻且长

见习记者 倪天歌

近期，中国核电“出海”进程频频

提速，一方面，国家领导人亲自担当

“超级推销员”，另一方面，核电巨头也

在积极谋取海外大单。

虽然核电出海的号角已经吹起，

但不得不承认在出征海外的过程中，

中国核电业存在恶性竞争、内耗严重

的问题。

11

月

4

日，“华龙一号”技术方案

的落地，结束了中核和中广核长期以

来的技术之争。 近日有消息传出，核

电有望成为高铁之后第二个通过整合

而实现“走出去”的行业。

但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核电若要

整合，其复杂敏感程度将远远超过南

北车合并，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资料显示，南车、北车都因

2000

年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脱钩

铁道部而拆分成立。 如果说南北车还

是自家兄弟、先分后合，那么核电业的

三巨头中国广核集团

(

下称 “中广

核”

)

、中国核工业集团

(

下称“中核”

)

和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核技”）则

是各出名门、各具优势。

核电技术纷争终结

“可以自豪地讲，我们是核电大

国，但是也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并非

核电强国。 ”日前在中银国际主办的

核电行业专家座谈会上，中国国际工

程咨询公司能源产业一部处长王国栋

表示。

为了达到迅速发展的目的，中

国核电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

是“拿来主义”。 溪牛投资行业分析

师杜朝水向记者表示， 虽然国家一

直在强调核电自主， 我们的设备国

产化率也在提高， 但是国内制造并

不等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王国栋表示：“中国核电‘走出去’

首先碰到的就是一个技术适用性的问

题，即目标国家是否接受我们提供的

技术。 ”

据悉，中国核电“出海”定位的技

术路线是三代核技术。 但国内三大核

电巨头的中核、中广核、国核技都各自

推销自己拥有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代核电技术 ， 分 别为中核的

ACP1000

、中广核的

ACPR1000+

和国

核技的

CAP1400

。 “这不仅带来技术

标准的不一致，也导致三家在项目竞

标时往往互相拆台。 ”一位能源行业

的研究员告诉记者。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3

年国

家能源局出面 “做媒”。

2013

年

4

月

25

日，由国家能源局牵头专门召开协

调会，商议将中核和中广核的三代核

电技术进行合并，以促进我国三代自

主核电技术的标准化生产。

2014

年

11

月

4

日， 中核官网发

布《国家能源局给予批复：“华龙一号”

落地福清

5

、

6

号》，标志了我国核电技

术混战的终结。 这一技术的落地有利

于促进国内各自为政的核电技术逐渐

走向统一。

据悉，“华龙一号”核电技术是国

内两大核电巨头中核集团

ACP1000

和中广核

ACPR1000+

两种技术的融

合，被称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

技术路线”。

王国栋表示，“华龙一号”是两种

技术的融合，但现阶段并非所有的技

术细节都已经达到一致，这需要一个

过程。

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曾形象

地评价道，有了“华龙一号”，中国核

电走出去将从“借船出海”走向“造船

出海”。

国泰君安认为，“华龙一号”技术

落地，正式标志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

权的第三代国产核电技术获得全面认

可落地，这将加速国内核电重启并且

提升海外市场突破的预期，由此，核电

产业链将被全面引爆。

合力出海道阻且长

海外核电市场前景极具诱惑力。

根据世界核能协会今年提供的数据，

到

2030

年，国际核电市场将新增

160

台左右的机组， 新增投资达

1.5

万亿

美元。

“我们国家的核电‘走出去’是有

历史的。 ”中核科技董秘袁德钢称。巴

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就是我国自行设

计、 建造的第一座出口商用核电站。

但截至目前，中国核电仅在巴基斯坦

获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目前， 中国核电行业的格局呈现出

“三雄争霸” 之势。 核电三巨头分别为

1994

年成立的中广核、

1999

年成立的中

核以及

2007

年成立的国核技。 其中，国

核技的实力稍弱一些。

这几年，三巨头虽然频频出征，但却

鲜有实质性收获。 这与“窝里斗”的自我

损耗不无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2012

年中核和中广核分别联手自己的国外

“小伙伴”美国西屋电气、法国阿海珐公

司去竞标英国地平线项目， 但最后两家

均败北而归。

中国核电业发展

30

多年来，技术线

路纷争不断，虽然“华龙一号”技术方案

的落地对此做了个了断， 但企业层面的

纷争仍在继续。 一位不愿具名的核电业

人士告诉记者：“直到目前， 几个核电企

业并未真正形成合力， 依旧是各自争取

海外项目。 ”

中核董事长孙勤在此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表示， 中国核电在国际市场上面

对的都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要想“与狼

共舞”，就需要联合起来“走西口”。

但联手 “走西口” 之路似乎并不容

易。相比于南北车的“本是同根生”，三大

核电巨头则是师出名门、各有来头，且各

具优势。

中核的前身是二机部、核工业部、中

国核工业总公司， 由

100

多家企事业单

位和科研院所组成。 其优势在于拥有完

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 且企业里保持着

不少军工和国防的基因。

中广核则继承着原大亚湾的衣钵。

1994

年大亚湾核电站

1

号机组投产之

际，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核电为主业的、 由国

资委监管的央企。 由于大亚湾核电站采

取的是法国技术， 中广核最初的骨干也

多受法国技术影响。

国核技主要从事第三代核电技术

（美国

AP1000

）的引进、消化、吸收、研

发、转让、应用和推广，通过自主创新，

形成自主品牌核电技术。 公司从出生之

日起就仅被定位为一家技术公司，缺失

了核电运营牌照。 近期，国核技与中电

投的重组才使其有可能借助中电投的

核电运营资质而转型成为综合性能源

实业公司。

今年

1

月， 由核电三巨头联合发起

成立了中国首个核电技术装备“走出去”

产业联盟。但“这种产业联盟是缺乏强有

力的组织性的”，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近日，有消息称，国家未来可能设立

一个总公司，位居中核、中广核以及国核

技等公司之上，统一管理海外业务；而在

国内，几大核电企业依然独立运营、互不

干涉。

而此前南北车的合并，也给“诸侯

争霸”的核电行业提供了一个可供效仿

的范本。 但要想给“三国演义”的大戏安

排一个“携手并进”的圆满结局，并非仅

仅靠简单效仿南北车的合并模式就能

实现。 虽然核电和高铁都涉及内耗严重

的问题，也都是作为国家力推的“走出

去”行业，但相比于高铁行业的成熟，核

电业牵扯到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复杂敏

感问题更多。

三家上市公司

谨慎布局核电重启

见习记者 倪天歌

核电产业链包括燃料供应商、设备供

应商、原材料以及零部件供应商、核电运

营商、核电发电企业以及核输配电企业等

几方面。 目前，涉及

A

股的上市公司多集

中在设备供应商和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

这两类。 其中，江苏神通、海陆重工、中核

科技在核电产业链中颇具代表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虽然资本市场

已对核电概念股几度热捧， 但几家设备

供应商备战核电重启的步调却显得冷静

而谨慎，一方面根据自身特色加强主业，

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实施多元化发展战

略来抵御核电行业具有的政策风险。

“试想一下，如果

2011

年日本的福

岛核事故发生在中国， 而如果江苏神通

又仅仅只做核电业务， 那我们受到的打

击将是不堪想象的。”江苏神通（

002438

）

董秘章其强如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 这家国内核级蝶阀

和球阀的龙头企业在适逢核电业大热之

时， 并没有着力扩大公司核电业务的占

比， 而是强调了风险的防范和多元业务

的均衡发展。

章其强表示：“我们也在不断学习和

反思。

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公司认

识到了单一核电业务的风险， 而且考虑

到核电行业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大， 因此

我们也在逐步拓展其他相关的业务。 ”

类似的，海陆重工（

002255

）也表示，

在积极发展核电业的同时， 不会忽略其

他业务的发展。 据记者了解，目前，海陆

重工的核电业务占比并不大。 该公司董

秘张郭一表示：“公司会考虑借核电重启

的热潮，大力推进核电业务；而在环保业

务方面，也将以去年收购的瑞士

Raschka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广州龙沙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为平台，来做大做强。 ”

另一家行业龙头中核科技（

000777

）

则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抓住核电市场发展

机遇，在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和研发投入方

面加大力度。

作为中核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中核

科技在国内三代核电关键阀门研发制造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查看以往资料，记者

发现，公司具有主营突出、专注阀门制造

的特点。 根据公司中报数据， 今年上半

年， 阀门制造和毛坯制造的营业收入分

别为

5.11

亿元和

2435.71

万元， 其中阀

门制造的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

95.45%

和

93.6%

。

按产品细分，根据今年中报，中核科

技的核阀门和核化工阀门的利润占比为

27.59%

，水道阀门的利润占比为

9.29%

，

其他特阀（石油、石化、电力等）的利润占

比达

56.73%

。 这也表明，公司在大力发

展核电关键阀门之余，也做出了“不将全

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发展策略。

在核电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对于

目前核电设备制造商的心态， 章其强的

一段话极具代表性：“核电业迎来大发展

了，很好，我们要积极布局，但也不可否

认，核电行业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很大，因

此，做好对风险的防范必不可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