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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年年氢氢能能及及氢氢燃燃料料电电池池产产业业一一二二级级市市场场融融资资超超过过 110000亿亿元元

百百亿亿元元融融资资拓拓宽宽氢氢能能产产业业赛赛道道
■■本报实习记者 仲蕊

核心阅读

对于一级投资人而言，一方面看到氢能产业大有可为，并且国家
鼓励支持；另一方面氢能企业上市通道打开，一级投资的退出通道明
确，投资意愿增强。

资讯

日前，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绿氢”标
准《低碳氢、清洁氢与可再生能源氢的标
准与评价》，使得“绿氢”的产业化更加有
章可循。

作为实现“绿氢”的一种途径，光伏制
氢也日益受到业内关注。

光伏+氢催生新“蓝海”

当前，光伏产业已经迈入平价时代，并
向“1 毛钱 1 度电”的目标继续前进。 预计
在“十四五”期间，光伏将拉开替代化石能
源的大幕，光伏装机量将迎来新一波高峰，
但随之而来的消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 正值氢能产业爆发之际，
氢气的绿色高效制取是一个让行业头疼
的问题。

由 2008 年中科院启动的太阳能制氢
计划获得灵感，不少专家提出，可将光伏发
电用于制氢， 这样既解决了光伏的消纳问
题， 平价的光伏电价也解决了制氢价格昂
贵的问题。

当光伏遇见氢能， 又一个全新的新能
源应用“蓝海”诞生了。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司副司长任育之曾在“2020 中国光伏行业
年度大会”上公开表示，随着光伏发电成本
的进一步下降， 许多过去受经济性限制的

光伏发电应用场景不断变成现实， 可以考
虑在西部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地区， 建设
大型的光伏发电基地用于制氢。

阳光电源副总裁兼氢能事业部总裁
程程向记者表示， 光伏与氢能的结合，可
以理解为将光通过中间体———电，转化为
氢能，两者的结合效果是 1+1＞2。“并不是
为了简单地解决光伏消纳，而是两者之间
的相互成就，拓展出绿色清洁能源在更多
领域应用。 ”

外送是产业化瓶颈

据氢云链统计， 目前我国的光伏制氢
项目已有近 30 项。 其中阳光电源在合肥
“阳光电源产业园”自主开发、设计、建设的
光伏+储能+电网多能互补变功率制氢系
统示范站已于 2020 年 6 月建成、投运。

据了解，就目前情况来看，光伏制氢还
存着一系列影响其大规模应用的问题。 程

程告诉记者，在制氢环节，光伏开发规模和
产能每年均在扩大， 但氢能产业链下游应
用场景的开发尚未与其匹配。

“在经济性方面，光伏制氢所带来的后
续氢气储存、运输环节，成本也比较高，同
时整体项目的经济性并不突出。 在光伏制
氢全产业链上，一些关键技术和应用，尚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 ”程程表示。

上海舜华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阮伟民提出，在所有制氢方法中，可再生
能源制氢的成本最高， 再考虑到光伏制氢
所产生的的氢气消纳问题， 让这个产业面
临重重困难。“我国大规模光伏发电集中在
‘三北’地区，解决‘三北’的弃电可以靠电
解制氢，但如何把‘三北’地区的氢气外送，
这个环节没有打通。 ”

“就地全额消纳可能性不大， 若是外
送，则寄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管道输氢细则，
加快液氢运输落地。 运输成本与运量成反
比，运输的氢气越多，运输成本就越低，只

有实现规模化的氢气外送， 才能彻底解决
消纳问题。 ”阮伟民指出。

新业态提升消纳空间

未来， 随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群的推进，氢能将会获得更大的消纳空间。
同时，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降低，可为新能
源的微电网、 分布式多能互补项目提供新
模式、新业态，促进氢能消纳。

任育之表示，在“十四五”期间，国家
将推动一批示范项目建设，促进光伏加储
能、光伏治沙、光伏制氢等新产业新业态
的成熟，并实施行动计划，促进光伏发电
多点开发。

程程指出，从光伏制氢产业内部来看，
想要大规模发展，首先要做到技术创新，其
次要从商业模式上做出改变， 通过金融模
式的创新， 让光伏制氢迅速跨过起步阶段
的门槛； 从产业外部来看， 需要社会认同
“绿氢”的环保价值，在工业、交通、建筑与
电力领域培养使用“绿氢”的习惯，拓展更
多的氢能的应用场景，让“绿氢”以净零碳
排放的承载方式， 通过光/风/水等可再生
能源电力制取， 将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转
移到较难实现去碳化的用能领域， 从而解
决好氢能消纳之忧。

光伏制氢，消纳外送两头难
■■本报实习记者 韩逸飞

核心阅读

我国大规模光伏发电集中在“三北”地区，可以通过电解制氢解决“三北”的弃
电问题，但如何把“三北”地区的氢气外送，这个环节没有打通。

大数据
光 伏

硅料价格持续上扬
上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8.5-9.0 万元/吨， 成交均价为 8.76 万
元/吨，周环比小幅上涨 1.39%；单晶致
密料价格区间在 8.3-8.7 万元/吨 ，成
交均价为 8.50 万元/吨，周环比小幅上
涨 1.19%。

上周多晶硅市场价格继续稳步上
涨，其中复投料、单晶致密料、单晶菜
花料成交价都有不同程度上涨， 涨幅
都在 1%左右， 多晶用料涨幅在 6%以
上。 上周单晶用料成交价继续小幅上
涨，主要仍是由于临近春节，受限于物
流运输等问题， 提前备货已是往常惯
例， 同时又有供应增量不及需求增量
所支撑的价格上涨预期， 因此近期采
购需求增多的同时， 价格也继续维持
上涨走势。 上周多晶用料新签订单包
含免洗料、非免洗料、珊瑚料等，成交
价区间有所拉大， 均价也跟随市场走
势有所上调。

截至上周，国内 11 家在产多晶硅
企业，均恢复正常运行。 据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统计，2020 年全
年国内多晶硅产量约 39.6 万吨， 同比
增长 15.1%。 其中永祥股份、保利协鑫、
新疆大全、 新特能源前 4 家企业产量
共 计 30.2 万 吨 ， 占 国 内 总 产 量 的
76.3%。 根据国内多晶硅和硅片企业公
布的扩产计划，2021 年硅片环节产能
增幅较大，且产量基本在本年度释放，
而 2020 年底投建的多晶硅产能要在
14-18 个月后即 2022 年释放， 即多晶
硅和硅片环节产能释放存在时间差 ，
2021 年多晶硅供应增量远不及需求增
量。 因此，预计短期内在春节前备货和
供不应求预期等因素的支撑下， 多晶
硅价格将延续上行走势。 （刘晶）

广东并网海上风电
突破百万千瓦

本报讯 2020 年底，随着珠海金湾海
上风场 8 台风机成功并网发电， 广东海
上风电并网容量达到 101 万千瓦， 较上
年同比增长 259.34%。 海上风电并网容
量突破 100 万千瓦， 这是广东发展清洁
能源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也标志着海上
风电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

珠海金湾海上风电项目是粤港澳大
湾区重点海上绿色能源项目， 也是广东
省第二批核准海上风电中首个实现并网
发电项目。该项目风力资源丰富，总装机
容量 30 万千瓦，预计年上网电量超 7.29
亿千瓦时。

广东海岸线长， 风力发电蕴藏量
大。目前，广东海上风电在建装机达 800
多万千瓦，位居全国之首。 截至 2020 年
底，广东海上风电项目中，湛江外罗一
期、 阳江南鹏岛已实现全容量并网，珠
海桂山一期、阳江沙扒一期、珠海金湾
等部分容量并网发电，实现了风电投产
即并网消纳。 （罗景）

陕煤集团首个
风电项目获核准

本报讯 日前，府谷能源榆林配售电有
限公司负责建设的分散式风电场———长安
电力皇甫川、清水川 50MW 分散式风电
项目正式核准获批， 项目风场位于陕北
榆林市府谷县清水镇。

该项目风场海拔高程在 1110-1230
米之间，总占地面积 43.5 平方公里，规划
总装机容量 50.4MW， 拟安装 18 台型号
为 GW2.8-150 的风力发电机组，风机呈
分散式布置，计划 2021 年底前全部并网
发电。 “该项目以 2 回 35kV 架空线路接
入风电场内规划的 110kV 升压站， 风场
内 90米高度，风功率密度等级为 1级，预
计年上网电量为 10727.0万 kW·h， 年可
利用小时数达到 2128.4小时。 ”榆林配售
电公司技术开发部经理郝慧春介绍。

该项目是陕煤集团首个风电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陕煤集团电源
类型，届时将形成集火力发电、低热值煤
综合利用发电、 余热余气发电以及太阳
能、 风力发电等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为一
体的电力产业格局， 对陕煤集团电力事
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工程示范意义。

“与同规模火电厂相比， 该项目投
运后，每年可减少消耗标准煤约 3.38 万
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 378.3 吨，减少排
放二氧化碳 10.132 万吨、二氧化氮 390
吨、烟尘约 457 吨，真正意义上为陕北
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走出一条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 ”榆林配售电
公司执行董事介绍。 该分散式风电项目
将作为榆林配售电公司后期建设运营
增量配网的电源点之一，为实现陕煤集
团资源优化配置及增量配网布局奠定
坚实基础。 （张智泉）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1 月 3 日 ， 西北建
投承建的白塔水风电场
全容量并网发电。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
阳山开发区域的白塔水
风电场，规划总装机 4.95
万千瓦 ，设计安装 22 台
风 电 机 组 ， 场 区 面 积
23.2 平方千米 ， 计划工
期 9 个月。 乌志文/摄

宁宁夏夏白白塔塔水水风风电电场场全全容容量量并并网网发发电电

去年底， 国内最大汽车零部件企业集
团潍柴动力披露《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采用定向增发方式募集资
金不超过 130 亿元，其中 20 亿元将投向燃
料电池产业链建设项目。 这仅是行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 业内认为，近来，氢能行业融
资力度逐年增加，整体发展向好，但仍需技
术攻关，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

产产业业融融资资活活跃跃

潍柴动力在公告中表示， 本次募集的
资金将有 20 亿元用于加速燃料电池产业
链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提升， 建立差异
化的技术优势，并结合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建成全球领先的燃
料电池产业链基地。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 作为柴油机产销
巨头， 潍柴动力亟待加速布局燃料电池产
线。 “目前，燃料电池主要应用场景在商用
车领域，这一领域可直接替代柴油发动机，
因此对于潍柴而言， 如果不尽早布局燃料
电池产业，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未来业
务发展与盈利将受到负面影响。 ”

事实上， 潍柴动力在氢燃料电池领域
的布局由来已久，投资金额也与日俱增。先

后与英国锡里斯动力、 加拿大巴拉德等公
司进行合作，购买巴拉徳电堆技术和股权，
以期掌握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资源， 建立
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完整产业链。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 除了二级市场融
资外， 氢燃料电池企业在一级市场融资同
样表现活跃。

据行业研究机构统计， 包括潍柴动力
在内，2020 年共有 6 家上市公司定增募资
投向氢燃料电池业务， 共募集资金 86.15
亿元。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旬，氢能行业当
年共发生 31 起融资事件，融资金额预计超
15 亿元。 这意味着，氢能及氢燃料电池汽
车产业 2020 年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共融
资超过 100 亿元。

业内普遍认为，氢燃料电池行业 2020
年的百亿元大融资， 将氢燃料电池这个细
分赛道空间进一步打开。

亟亟待待推推动动全全产产业业链链盈盈利利

国元证券电力设备与新能源首席分析
师彭聪表示， 融资金额的增加受多种因素
驱动。 首先，燃料电池快速降本，商业模式
逐渐清晰，应用领域涵盖交通、储能、发电
等，远期可成为万亿元产业；其次，2020 年

9 月出台的示范城市奖补政策， 传递出国
家明确支持发展氢能产业的信号， 且有 4
年的示范期，保障了补贴的连续性；最后，
燃料电池龙头企业亿华通上市， 意味着燃
料电池公司未来在科创板上市将有先例可
循。对于一级投资人而言，一方面看到产业
大有可为，并且国家鼓励支持，另一方面氢
能企业上市通道打开， 一级投资的退出通
道明确，投资意愿增强。

企业的积极布局和融资也为产业降本
提供了“加速度”。在产业链各环节中，电堆
的降本尤为显著。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5 月，国内氢燃料电池电堆价格区
间为 5000-8000 元/千瓦， 截至 2020 年 8
月， 国内百台级以上电堆的价格区间已下
探到 3000-4000 元/千瓦， 对比 2019 年国
内电堆的价格水平，降幅达 33%以上。

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 电堆迎来新一
轮降价潮。 国鸿氢能将电堆价格拉低到
1999 元/千瓦，随后，氢璞创能进一步把价
格降至 1699 元/千瓦，2020 年 12 月，雄韬
股份电堆产品报出 1199 元/千瓦的低价。

对此，彭聪直言，产业的降本增效体现
出产业的发展潜力， 有利于国家进一步推出
支持政策，但在发展过程中，提升电堆可靠性
和寿命等技术攻关仍尤为关键。事实上，随着
产业规模化， 整车领域的燃料电池及其供应
链降本相对容易实现， 但上游氢气的制储运
成本高昂问题，需要产业链协同解决。

彭聪表示，氢气制储运成本居高不下，
进一步影响了加氢站的盈利能力， 是限制
行业发展的一大难点。他认为，中小企业缺
乏资金推动加氢站建设运营规模化， 亟需
能源巨头及产业龙头主导加氢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打破行业发展桎梏。

适适度度补补贴贴有有利利于于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

有观点认为， 潍柴动力等企业在氢燃
料电池领域的布局投资， 有加剧产业无序
竞争及产能过剩的风险。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我国燃
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8 辆和 290
辆，同比分别增长 7．2 倍和 28 倍。 2020 年
1－11 月， 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35
辆和 948辆，同比分别下降 34.4％和 29.1％。

纵观 2020 全年燃料电池汽车市场，自
示范城市奖补政策发布后， 市场迎来小幅
回暖，但未出现以往的年底抢装热潮，各地
仍在等待示范城市群具体名单出台， 观望
情绪浓厚。 加之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2020 全年氢燃料电池汽车整体产销量
“腰斩”，业内普遍预测为 1400 辆，同比下
降 48.8%。

对此，彭聪表示，虽然目前氢燃料电池
汽车产销量不及预期，但五年后，氢燃料电
池汽车有望达到 5-10 万辆的产销量规
模，因此现在定义产能过剩为时过早。

业内认为， 产业目前最需要降低氢气
制储运成本和提升燃料电池可靠性。

“国家奖补政策补贴规模适中，行业应
借此契机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及企业投资，
努力提升技术并降低成本， 使得氢能产业
能够更加健康并且快速发展。 ”彭聪坦言。

上述业内人士也表示， 在产业还未形
成一定规模时， 国家的大笔投资将带来产
业急功近利等乱象，现阶段，规模适度的补
贴金额更利好产业发展。 在实现技术攻关
及降本增效后， 国家加大补贴力度更容易
撬动产业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