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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世界迎来“中国公司时代”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一些敏锐的国际产业界人士发现：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全面涉足装备、制造、能源、水利、文化和高科技，

优势产能整合的全球化态势日趋明朗。 

12 月初，中国与老挝首个合作成功的“一带一路”电网项目—

—230 千伏老挝北部电网工程在老挝琅勃拉邦举行投产仪式。该项目

是南方电网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的重点项目。 

11 月底，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埃德拉全球能源公

司签署了埃德拉公司下属电力项目公司股权及新项目开发权的股权

收购协议。协议覆盖了分布在马来西亚、埃及、孟加拉国、阿联酋、

巴基斯坦 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3 个清洁能源项目，标志着

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战略得到进一步实施。 

同一时刻，在巴基斯坦瓜达尔市，中方与巴方就“一带一路”旗

舰项目——瓜达尔港建设签署 4项合作协议，计划在港口建设、经贸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其中，珠海港与中海港控签署了 65 亿元的

合作建设瓜达尔港的大单，珠海华发集团与中海港控签署合作建设中

国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协议。 

一个又一个“一带一路”项目的签约与落地，背后都涌现中国上

市公司的身影，或主导投资，或协同参与，正尽情展露中国资本输出

的强大力量与独特魅力。商务部统计，2015 年前 10 个月，我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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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3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7%，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 13.8%。

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 

前 10 个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0个国家新承揽对

外承包工程项目 2677 个，新签合同额 645.5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

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43.3%，同比增长 21.6%，其中新签合同金

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240 个，累计合同金额 547.9 亿美元，

主要涉及电力工程建设、房屋建筑、通讯工程建设、石油化工、交通

运输建设等领域。 

国务院国资委也发布了《“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盘点央

企“走出去”发展现状：已有 107 家央企在境外共设立 8515 家分支

机构，分布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 80 多家央企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产业所 蔡晓军 整理） 

中国制造业到美国投资建厂引起关注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作为制

造业强国的角色正在衰落之时，中国企业正在美国投资设立生产汽车

零部件、造纸、有机肥料、纺织品、玻璃、钢管、铜管、工程机械和

纱线等各种产品的工厂，试图摆脱“廉价、劣质”的标签，转向更高

端市场。为了取得成功，它们必须获得国内劳动力资源中所缺乏的创

新、工程技艺和先进技术。很多州代表和地方代表认为这是好事，因

为它会带来就业和收入。提倡将工厂设在美国的产业回归倡议联盟称，

2014 年，约有 6 万个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因为“产业回归”和外国

直接投资而被创造出来。这些就业岗位中约有 8000 个出现在中国所

拥有的企业。该组织称，在得到中国支持的企业中，美国总就业岗位

到 2015 年底会超过 10 万个。 

另外，很多与得到中国投资支持的工厂展开竞争的美国企业对这

一趋势不甚热情。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们担心中国企业获取该行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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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并最终将利用这些技术出售整车。报道称，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收购的沃尔沃汽车公司正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家工厂，并计划于

2018 年开始生产 S60。南卡罗来纳州的大约 250 家汽车供应商渴望拿

到这笔生意，并将与几家归中国所有的零部件制造商竞争。 

报道认为，中国企业采用以提升教育、推动制造业自动化和进口

技术为中心的三管齐下战略，积极应对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和

生产率差距，劳动密集型业务正转移到内陆的成本更低的城市，这些

城市如今陆上和空中交通更加方便。最后，更多中国企业正引入来自

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专家的技术知识，带来生产率大幅提升。再加上中

国制造商正通过它们在美国的投资所获得的战略技术知识，这些是推

动一次中国制造业复兴的强有力组合。 

美国制造商在与“中国制造 2.0”展开竞争的准备。随着中国竞

争者越来越多地寻求生产更高价值商品，对美国企业来说，关键的是

更快研发新产品，以便保持自己在本领域的前沿地位。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能源局再出新招拟推光伏电站竞价上网 

近日，在严控路条，促进行业降成本、平价上网之后，能源局对

光伏发电再出新招。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征求完善太阳能发电规模

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置项目指导意见的函》并征求意见，对不同类

型的光伏电站分类管理，其中先进技术光伏发电基地年度规模单独设

定，屋顶和地面自发自用分布式光伏电站不设限，其他项目通过竞争

方式配置，上网电价权重最大。 

能源局指出，“部分地区出现了光伏电站项目配置混乱等问题，

影响了太阳能发电产业健康发展，为了规范太阳能发电市场投资开发

秩序，推进产业升级”，要求各省制定竞争性配置办法，通过竞争方

式配置光伏电站项目资源，其中上网电价在竞争中权重不低于 20%。

规范市场秩序，确保有实力、有技术、有业绩的企业获得项目资源，

促进光伏产业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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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先进技术光伏发电基地单独下达年度建设规模。这与能源

局此前提倡的“领跑者计划”一脉相承，主推技术升级和产业进步。 

《意见》规定，先进基地可结合采煤沉陷区综合生态治理、设施

农业、渔业养殖、废弃油田等综合利用以及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具

备一定规模、场址相对集中、电力消纳条件好的条件。原则上以市为

单位，规划容量不小于 50 万千瓦的光伏基地。建议单个光伏电站项

目容量 10万千瓦以上，至少不小于 5万千瓦。 

东方日升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裁王洪认为，市场化配置资源，能遏

制中间过程倒卖路条现象，先进技术获得建设指标大方向是好的，整

体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他同时建议，具体操作中，竞价应配合时间

点设置，明确不同时间段的梯度上网电价，投资商由此确定招标梯度

价格，防止电站资源获取后长时间不开工，造成资源浪费。 

不过，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竞价上网对下游行业冲击较大，

特别是在光伏建设成本没有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对企业造价控制能力、

融资能力都是考验，以及在发电能力过剩背景下，限电加剧，导致出

现变相竞价上网的风险。 

“能源局标准定的更严，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度电成本下降。”在

隆基股份董事长李振国看来，单晶由于功率高，节省土地、多发电等

优势，有利于开发商造价下降约 25%，在电价补贴下降的大背景下有

明显优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策研究主管彭澎认为，新

政“主要是规范地方分配指标的模式，落实奖惩机制”。 

而像宁夏这样要企业配套投资的行为可能得不偿失。宁夏 1月 5

日印发《光伏园区电站项目资源配置指导意见》，要求企业要建光伏

项目，须在配套产业投资 30 亿以上，包括产业、基础设施和现代农

业等项目。能源局的最新政策明确拟定：禁止地方保护和不正当收费，

不得将企业购买本地光伏电池等设备、建设配套产能作为竞争条件。 

（产业所 陈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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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国家科技奖几大亮点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95 个项目和 7 名外籍科

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空缺。奖励成果既有面向国家战

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也有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2015 年度国

家科技奖呈现八大特点。 

一、青年人才“冒尖”——自然奖发明奖完成人过半是“70 后” 

青年人才活跃在科技创新第一线，潜力值得期待。自然奖和发明

奖完成人中，“70后”超过一半。今年第一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 54.3

岁，主要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 47.6 岁。今年自然奖和发明奖最年轻

的第一完成人都是 39 岁，进步奖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 38岁。 

二、重大原创成果迭出——自然奖连续三年产生一等奖 

重大原创科学成果接连产出，自然奖连续三年产生一等奖，基础

研究发展势头喜人。潘建伟团队在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量子信息处理

等领域取得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江风益团队创造性

地发展了新的 LED 照明技术路线，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改变 LED

照明核心技术被日、美等国垄断的局面。 

三、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关键装备“中

国创造” 

中国高铁工程完整高端产业链初步形成，推动了世界高铁技术发

展。戴厚良团队开发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

术，实现智能控制、装置长周期本质安全和关键装备“中国创造”，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该成套技术的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国产高端激光加工装备在汽车行业应

用 

邵新宇团队通过高校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工程设计制造、企业应

用验证与推广，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研究体系、技术协同与长效

机制，推动国产高端激光加工装备在汽车行业的全面应用，打破了我

国汽车行业高端激光加工装备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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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源及生态领域成果涌现——水库大坝病险等研究引人关注 

油气领域的创新成果减少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水利领域着眼于

提高我国大坝安全管理水平，实现从“工程安全管理”到“工程风险

管理”的转变。张建云团队开展水库大坝病险与溃坝规律、大坝安全

评价方法体系、水库大坝风险控制与预测预警等方面研究，意义重大。 

六、医药健康领域表现优异——国内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填补空白 

中药创新领域，实现我国珍稀濒危动物药材代用品研究的重大突

破，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动物保护方面的话语权和国际形象。西药创新

领域，丁列明团队开创国内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先河，填补国内空白并

打破国外专利药品的市场垄断。 

七、惠民生项目脱颖而出——黄曲霉毒素污染检测技术保障食品

安全 

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技术方面，李培武团队发明了针对黄曲霉毒

素污染检测技术和装置，有效保障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农产品生产

和消费安全。公共安全卫生方面，杨瑞馥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建基于

稀土纳米上转发光技术的即时检测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急诊、疾

病防控等多领域。 

八、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成果显著——舰船发供电领域获国际领

先地位 

空间技术、材料科学、军事医学、信息安全和国防工程等领域优

秀科技成果技术突破性强，领域内意义重大。如海军工程大学电力集

成创新团队，奠定了我国舰船发供电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推动我军

舰船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绿色产业获央行力挺 新能源发展再迎政策利好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5）第 39 号公告（以下简称“39

号文”），就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作出规定。 

所谓绿色金融债券，是指金融机构法人（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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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业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及其他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依法

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而“39 号文”附件中详细列举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据了解，

这份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目录，将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划分为了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

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等 6个一级分类。 

全面支持绿色产业 详细列出支持标准 

根据公告，“39号文”的发布旨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引导金融

机构服务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细节上，除上述提及的“39 号文”附件中的 6 个一级分类外，

其项下还划分了工业节能、可持续建筑、能源管理中心、具有节能效

益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污染防治、环境修复工程、煤炭清洁利用、

节水及非常规水源利用、尾矿伴生矿再开发及综合利用、工业固废废

气废液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及循环利用、机电产品

再制造、生物质资源回收利用、铁路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城乡公路

运输公共客运、水路交通、清洁燃油、新能源汽车、交通领域互联网

应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分布式

能源、太阳能热利用、水力发电、其他新能源利用、自然生态保护及

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等 28个二级分类，以及更为详细的 35个三级分

类。 

以“39 号文”一级分类——清洁能源为例，其项下分别列入了风

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能源、太

阳能热利用、水力发电、其他新能源利用等 7个二级分类。 

其中，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站设施建设运营的支持标准明确为：太

阳能光伏发电站、太阳能高温热发电站（不含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需满足多晶硅电池组件光电转化效率≥15.5％，组件自项目投

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2.5％，之后年衰减率≤0.7％；单晶硅

电池组件光电转化效率≥16％，组件自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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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率≤3％，之后年衰减率≤0.7％；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化效率

≥28％，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2％，之后年衰减率

≤0.5％，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10％；硅基薄膜电池组件光电转

化效率≥８％，铜铟镓硒（CIGS）薄膜电池组件光电转化效率≥11％，

碲化镉（CdTe）薄膜电池组件光电转化效率≥11％，其他薄膜电池组

件光电转化效率≥10％；多晶硅、单晶硅和薄膜电池项目全生命周期

内衰减率≤20％。 

(产业所 年猛 整理) 

滴滴试驾累积订单达 140万 下一步布局汽车电商 

滴滴试驾宣布，继试乘试驾业务后，平台未来将逐步推出多项基

于汽车厂商、经销商的服务。另外在试驾业务上线 2个半月之际，首

次公布了成绩单：覆盖 19个汽车品牌 93 种车型，累积订单达到 140

万。 

基于用户的用车记录、试乘试驾记录、车主车辆信息等，滴滴可

以精确识别消费者拥有的车型，以及对车的兴趣程度，搭建基于真实

用户信息的个性化推荐体系。鉴于此，汽车电商也将是滴滴下一步的

方向之一。在汽车销售环节中，实现信息的精准触达、提升意向群体

的购买转化率是难点，滴滴能根据用户的历史出行习惯与消费水平，

定向推送试乘试驾服务，并根据其体验对潜在购车人群与区域市场情

况进行分析，实现交易预测。 

在未来的汽车电商业务中，滴滴将构建汽车交易模型，实现车辆

的实时价格评估，并对接用户需求与库存数据，精准分析出不同时间、

不同区域的需求预测。 

（产业所 刘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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