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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发审委交首秀成绩单：5家上会1家被否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新一届发审委交出了首秀

成绩单，

5

家企业上会， 其中

4

家首

发项目过会，分别为山东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家被否，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从公布的问询情况来看， 发审委

询问仔细， 每家公司的问询大类问题

约有

4~5

个，其中还深究了不少细节

问题， 发审委将关注点聚焦在发行人

持续盈利能力、关联交易、内控制度等

方面。 一家华北区券商的投行人士表

示， 新一届发审委延续了此前发审的

松紧度， 但问询内容更趋细致更抠细

节，正在排队的在审企业还需“练好内

功待考”。

以过会的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

限公司为例， 发审委将问询重点放在

四个方面。

一是发行人

2016

年经营业绩出

现大幅下滑，净利润下滑幅度远远大

于营业收入下滑幅度，发行人需结合

所处的行业政策、 行业竞争地位、报

告期单价、销量、成本、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及其他相关科目的变化情况

对报告期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做定

量分析；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改善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发行人与云

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签署了

协议，规定

2016

年

~2019

年提供捐赠资

金

20

亿元。 发行人需说明捐赠承诺方

案的具体内容、大额捐赠支出对公司财

务状况的影响以及涉及的分红补偿措

施的合理性及其原因等；三是发行人需

说明华能集团及其所属企业是否与发

行人存在同业竞争；四是发行人应进一

步说明华能集团承诺将华能国际作为

华能集团常规能源业务最终整合的唯

一平台的履行情况。

可以看出， 发审委将关注点放在了

该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业务是否合法合

规、同业竞争是否合理等方面。

从其他三家过会企业的问询内容

看，持续盈利能力是必问项，一旦财务数

据明显异常、涉及司法诉讼、关联交易，

发审委委员就会深入问及。 广东好太太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017

年

6

月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1.67%

、

27.34%

、

22%

、

23.87%

， 该公司被问到发

行人报告期一直未向银行贷款的原因；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被问到其原

董事、总经理刘某涉嫌受贿、贪污和职务

侵占一案是否会对发行人造成损失，是

否已在财务报告中反映并予以充分披

露；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问到报

告期存在关联交易的原因和合理性。

另外， 此次遗憾被否的山西壶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也被问及盈利能力，该

公司原本打算发行

5000

万股， 募资

3.6

亿元，保荐机构为中德证券。

江淮汽车独家液冷技术获应用

纯电动车有望扩展北方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10

月

17

日， 证券时报·

e

公司

记者从江淮汽车

(600418)

获悉，公

司即将推出的新能源

SUV

江淮

iEV7S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液冷技

术， 能有效突破使用环境的寒暑限

制，有望率先进入寒带地区。

据了解，通过冷却与加热使电

池组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区

间， 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热管理的

关键所在， 目前市场主要通过风

冷冷却方式。 相比风冷，液冷等热

管理方案更能保证电池的安全

性，保障车辆的续航里程，提升电

池使用寿命等。

江淮汽车称， 公司已经研发成

功的液冷技术，将应用到

iEV7S

和

iEV7T

等新车型上， 在户外温度低

至零下

30

度抑或高于

45

度的温度

下， 这一技术都能将电池包的温度

控制在

10

度

~35

度之间。

江淮汽车介绍，

iEV7S

在漠河

的测试中，产品在零下

30

度超低温

环境下，亦可正常充电，同时通过液

冷技术保证电池的续航， 激发电池

的活性， 避免了在低温情况下电池

续航里程降低的情况。

目前市场主流车型中， 特斯拉

采用的就是液冷技术。 江淮新能源

营销公司总经理汪光玉称， 这说明

“江淮汽车与特斯拉的电池热管理

系统处于同一水平线， 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今后无论是在西北、东南

还是东北， 江淮新能源都将实现全

国覆盖。

江淮汽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

液冷技术突破得益于公司在新能

源汽车研发生产上的长年布局，考

虑到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温度经常

在零下

20

度以下， 温度成为是北

方推行纯电动汽车的重要障碍，液

冷技术将有助于提高江淮汽车新

能源汽车动力的安全性，进一步扩

大新能源汽车的适用范围，改善用

户的用车体验。

江淮汽车曾在

2015

年透露

公司计划开发采用液冷技术的

电池包，

2015

年底， 公司宣布与

华霆动力成立合资公司，研发生

产新能源汽车用电池组及

BMS

（电池管理系统）系统，华霆动力

董事长周鹏

2009

年前在特斯拉

担任研发总监和动力系统总工

程师 ，因此，彼时有华泰证券等

多券商研报认为，江淮汽车将采

用和特斯拉 “同宗同源的

BMS

技术”。

有汽车行业人士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目前国内整车厂中，上汽新能

源、吉利汽车也在加码液冷技术，电

池厂中， 宁德时代在此方面也有攻

关。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

7

月，北汽

新能源就液冷实验测试平台项目进

行了公开招标。

据悉， 江淮汽车计划于本月

底上市最新的纯电动汽车产品

iEV7S

，

0~50km/h

加速时间为

4.5

秒，最高续航里程为

350

公里，综

合工况续航

280

公里。 不久前公

司发布的

2017

年前

9

个月销售

情况显示， 新能源汽车销售状况

最为亮眼 ，

9

月 单月 销售

3368

台，同比增长

178.12%

。 不过，公

司传统

SUV

销量大幅下滑，拖累

1 ~9

月公司产 、 销量分别下滑

21.13%

和

19.71%

，销售

47.67

万

辆左右。

数字阅读巨头争相上市

IP概念主题有望回暖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继掌阅科技（

603533

）上月登陆

A

股， 另一家数字阅读巨头阅文集

团也开启了上市倒计时。 而在上述

消息催化下，“降温”一时的

IP

（知

识产权） 概念主题有望重新回暖。

数字阅读巨头争相上市

数字阅读巨头间的竞争已 “烧

至”资本市场。 自掌阅科技

9

月

21

日登陆

A

股， 迄今已收获

14

个涨

停（含上市首日）。 阅文集团则于今

年

7

月初在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最

新进展为， 腾讯控股

10

月

16

日披

露， 腾讯建议分拆阅文集团并于港

交所主板独立上市。 阅文集团已就

建议分拆及全球发售向港交所提交

聆讯后资料集。

有数据显示，按

2016

年日均移

动日活跃用户数计， 国内五大网络

文学公司分为阅文集团、掌阅科技、

阿里文学、中文在线及百度文学。其

中，中文在线已于

2015

年

1

月登陆

创业板。

掌阅科技与阅文集团虽核心竞

争力有别， 但都存在着直接对接资

本市场的迫切需求。 前者作为独立

运营的数字阅读企业，偏重“渠道”，

但相较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巨头与

电商企业， 其缺乏强大的资本实力

和强势的市场地位， 后者则在 “内

容”领域优势明显。阅文集团前身为

腾讯文学，后于

2015

年与原盛大文

学整合而成， 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网

络文学平台。

目前掌阅科技、 阅文集团均已

实现盈利， 且为行业绝对龙头。 不

过，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两家公司仍需持续提供优质的文学

内容及推广新服务， 以保持自身的

竞争地位。此外，新的技术变革可能

需要公司大规模投资产品开发或基

础设施。

IP概念主题有望回暖

自

2015

年开始，

IP

一度成为

影视行业最火爆的投资主题。如《花

千骨》、《琅琊榜》 等网文

IP

改编影

视剧的成功，使慈文传媒、天神娱乐

等公司获得超高资本溢价。

但近一年来，受

A

股影视板块

整体低迷影响，

IP

概念主题的热度

有所下降。不过，此番阅文集团即将

上市、 加之掌阅科技近期上市的消

息，沉寂一时的

IP

概念主题有望重

新点燃。

阅文集团是纯正的

IP

源头输

出公司，旗下拥有

QQ

阅读、起点中

文网等业界知名品牌， 拥有近千万

部作品储备、

640

余万名创作者，覆

盖

200

多种内容品类，占据国内

IP

改编市场优势份额， 曾输出 《鬼吹

灯》、《盗墓笔记》、《琅琊榜》、《择天

记》等大量热门改编作品。

今年

6

月，阅文集团还宣布与

腾讯影业、 腾讯游戏及万达影视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旨在整合各

方优势， 打造航母级的

IP

开发新

模式。

而

2014

年以来，掌阅科技在原

有数字阅读服务业务之外， 也开始

积极拓展版权产品、硬件产品、游戏

联运、广告营销等增值服务业务。在

招股说明书中，公司表示，通过运营

开发网络原创文学版权， 将 “优质

IP

深度运营”打造为公司未来在内

容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 进而践行

其打造数字阅读生态圈的长期发展

战略。

储能产业风口静待爆发 上市公司提前卡位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张骞爻

储能发展势头强劲， 或将迎来发

展的黄金时代。 日前在深圳举行的第

二届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展览会上，

比亚迪、雄韬股份、科陆电子、南都电

源、猛狮科技、欣旺达、亿纬锂能、大族

激光、 圣阳股份等一众上市公司纷纷

携新品亮相展会。

企业和资本纷纷瞄准储能风口之

际，储能行业整体仍有待爆发。阳光电

源储能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志就直言，

中国储能市场还没有起来， 只限于零

星的示范性项目和企业自己投资的小

规模应用。 “中国的起步很缓慢，预测

大概到

2019

年以后，中国的市场才能

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陈志说。

10

月

11

日， 国家发改委官网挂

出的 《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首次

明确了储能在我国能源产业中的战略

定位。 业内人士预言， 储能产业在

2017

年有望爆发。此言论并非空穴来

风，从“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到能源

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都将储能作

为重点研究和发展领域之一。

在政策支持逐步明朗的背景下，

不少企业开始加大力度布局， 开拓储

能市场， 进一步探索具有盈利性的商

业模式。

上市公司纷纷入局卡位

第二届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展

览会上，各上市公司纷纷展出互相竞

技的产品技术。 作为国内新能源储能

领域龙头企业，科陆电子集中展示了

其储能领域核心产品，涵盖电网级能

量型和功率型储能系统、 户用系统、

储能双向变流器、光储一体机、移动

储能车、储能电站云平台与能量管理

系统等。

因董明珠入股而备受关注的银隆

新能源， 则展出其主打的钛酸锂电池

模组和集装箱式储能电站等产品；主

营光伏业务的易事特主要展示了公司

储能变流器、集装箱式储能电站、智能

交流配电柜、 储能及智能微电网系统

解决方案等。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 以各类电

池为储能介质的化学储能， 是目前

各家公司产品的主流。 阳光电源储

能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志介绍， 全球

储能市场来看毫无疑问锂电池领

跑。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以美国市场

来说，大概将近

300

多

MWH

的储能

中锂电池占

97%

。

上市公司层面，

Wind

统计， 储能

设备领域的上市公司共

17

家，另据不

完全统计， 涉足储能市场的上市公司

共

26

家，其中南都电源、比亚迪、科陆

电子、雄韬股份、猛狮科技等一众企业

纷纷在储能领域加紧布局。

具体来看，南都电源从

2016

年起

就拓展了“投资

+

运营”的储能系统商

用化模式。今年

1

月，南都能源与建行

浙江省分行签订储能电站基金战略合

作协议， 首期基金总规模拟为

50

亿

元。 随后，南都电源又与中恒电气（联

合体） 中标中国移动数据中心项目储

能及备电项目 ， 中 标总容量为

121.7MWH

。

杉杉股份作为国内最大的锂离子

电池综合材料供应商也在此前宣布，

计划在

3

年内投资

50

亿资金用于杉

杉能源管理服务产业化项目， 主要内

容为根据工商企业用户的综合用电需

求，制定实施“储能节电”、“光伏发电”

或“光储结合”的最优化的综合解决方

案。其中，储能管理服务项目计划投资

的资金将重点用于推广削峰平谷的储

能节能服务，拟建设规模约

2GWH

，对

应的投资规模约

38

亿元。

此外， 新能源储能领域龙头企业

科陆电子早在

2009

年就进军新能源

储能领域； 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比亚

迪一直在“深耕”海外储能市场，公司

储能产品在美国、日本、澳洲、南非等

市场不断取得销售业绩； 当升科技率

先开发出储能用多元材料， 目前已通

过国际大客户批量应用于特斯拉的储

能项目等高端储能市场； 雄韬股份拥

有集锐集装箱式储能设备、 猛狮科技

的户用光伏储能系统、 移动便携式储

能系统等产品。

银隆新能源同样在储能领域动作

不断， 该公司储能研究院院长姚高亮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目前银隆新能源

已完成多个储能技术标准和示范项

目： 包括与南方电网合作的国家储能

电池标准联合制定、 深圳宝清储能电

站示范工程， 以及和国家电网合作的

张北风光储能示范项目。 银隆新能源

在发展储能基本的定义和方向上，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市场容量有多大？

《指导意见》提出，未来

10

年内分

两个阶段推进相关工作， 第一阶段实

现储能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

渡； 第二阶段实现商业化初期向规模

化发展转变。

国内储能市场容量究竟有多大？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

用分会秘书长刘勇表示， 截至今年

6

月底， 我国新增的和投运的电化学储

能装机规模

1.4GW

， 是

2000

年到

2015

年累计装机规模的

10

倍。 尤其

是各类社会资本关注度迈入布局阶

段。 “国家储能产业指导意见正式出

台， 为推动储能产业发展最后 ‘一公

里’破局增添了巨大动力。 ”刘勇说。

近年来， 我国的储能项目进入快

速发展的阶段。 每年新增装机规模和

累计装机规模都大致呈现出上涨的趋

势。 储能项目在分布式发电及微网中的

应用占比高达

56%

，超过了全国储能项

目的一半以上， 可再生能源并网应用占

比为

35%

，位居第二。

储能与风光等新能源发电项目有着

天然的联系。 兴业证券研究指出， 由于

风、 光等新能源本身具有的间歇性和不

稳定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难以平稳，

无法保证其电力系统的供电稳定， 将储

能系统应用于风电、光伏发电，却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弊病。 储能系统的

引入可以为新能源接入电网提供一定的

缓冲，起到平抑波动、削峰填谷和能量调

度的作用。

从全球角度看， 自

2008

年以来，储

能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 装机规模以每

年

20%

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 我国自

2013

年以来，随着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

快速增长，以及

2015

年下半年以来电力

体制改革加速进行， 部分地区电价机制

更加灵活， 用户侧使用储能能够获得即

时且明显的经济效益， 用户侧储能装机

容量快速增长。

协鑫集成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指导意见》 出台是推进储能产业化更

进一步， 但是由于储能产业相关补贴一

直未能落地，储能设备成本居高不下，商

业化还有一段时间。 就目前我国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 储能市场的爆发

离我们不远了。 ”

就具体应用领域而言，储能在调频、

工商业用户侧当中是目前应用的主要市

场。 “稍微感觉有商业模式的项目，譬如

山西的储能服务市场的

3

到

4

年可以收

回成本。北京、上海、江苏、深圳等地方的

工商业用户侧储能市场， 铅酸电池储能

系统大概

6

到

8

年可以收回成本， 锂电

储能需要

8

到

10

年。”刘勇介绍，投资回

报期长， 是储能产业吸引客户时面临的

一个难题。

明星产品欠缺

市场是存在的， 但如何开发却是业

界关注的焦点。

陈志认为， 储能产业的发展取决于

多方面， 首先是技术的成熟度和技术的

先进性。其次是商业模式的诞生。商业模

式和整个储能的系统造价有关。“基于我

们现在采用的电池系统（锂电池），整个

储能系统的造价、 单位度电的成本是在

0.61

元。 ”

事实上， 基于近几年化学储能技术

的飞速发展，化学储能成本不断降低，储

能经济性为化学储能的进一步商业化应

用与推广提供了前提条件。陈志表示，随

着电池技术发展， 前几年储能成本下降

速度非常快， 但伴随着电动汽车大规模

电池的运用，今年大概率进入拐点期，未

来储能成本的下降将趋于缓慢。“特别是

今年全球正极材料、 电池原材料供应紧

张的情况下， 出现电池价格上涨的情

况。 ”陈志说。

虽然上市公司多有提前卡位布局，

但缺乏明星产品， 让市场仍然陷入混战

之中。“当前国内的储能行业有很多知名

的项目，他们运行在大众的视野之外。南

方电网宝清电站运行了

6

年时间， 市场

很少知道其运行数据。 张北储能基地是

世界最大的多种储能与新能源发电集中

结合的示范基地， 很可惜在网上很难找

到与其配套的图片。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叶剑斐指出， 当前储能

行业要实现换挡加速需要出现明星产

品，让市场相信储能产业的技术。

叶剑斐表示， 当前储能行业要实现

换挡加速需要出现明星产品。譬如，

1908

年诞生的福特

T

型车、 苹果推出的智能

手机

iPhone

，以及特斯拉的电动车。 “当

大家都把电动车定义为家庭的第二辆

车， 续航里程定义为

200

公里以下的时

候，特斯拉推出行驶

400

公里，其他性能

与传统燃油车媲美的电动车， 就是明星

产品。 ”

叶剑斐认为， 明星产品的出现宣告

技术路线之争已经告一段落， 生产工艺

和制成体系已经完备。 产品定位和市场

需求找到契合点。目前整个储能行业，还

是缺少明星项目的出现来引领行业之

先， 来证明储能行业的技术程度达到市

场需求。

另外， 光伏风电虽然与储能产业有

天然联系， 但储能的发展仍无法跟上狂

飙突进的光伏产业。相关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

2015

年底，我国的光伏发电累计装

机容量就已达到

4318

万千瓦，成为全球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 截至

2016

年底，我国的新增和累计光伏装机

容量均达到了全球第一。 但近年来我国

每年的风电、 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远远大

于储能项目的新增装机规模， 在未来的

发展中， 只有将大规模的储能项目建设

落实，跟上风电、光伏发电的建设情况，

才能推动储能产业进一步发展。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