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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虚拟电厂概念
股也受到追捧。

从 5 月开始，虚拟电厂板块
持续上涨，5 月累计上涨 23%，6
月再次上涨 13%。截至 7 月 15 日
收盘，7月已上涨29%。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有多家
上市公司明确表示已布局虚拟电
厂，相关公司集中在中游系统平
台环节。

在投资者互动平台，金智科
技（002090.SZ）表示，公司虚拟电
厂业务包括源网荷储能源聚合调
控平台、分布式光伏系统建设及
运维、区域分布式光伏集中管控
系统、电化学储能相关设备的制
造及系统集成、电力辅助服务等，
目前正在积极推广应用。

国网信通（600131.SH）表示，
公司虚拟电厂业务主要是面向电
网企业提供虚拟电厂可控负荷平
台的建设运营服务，在用户用能数

据分析、电力资源协调分配等方面
有相关算法技术。公司正在稳步推
进虚拟电厂业务，目前公司在该业
务领域尚处于开拓期，相关业务收
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

国网信通年报显示，公司虚
拟电厂业务属电力数字化服务，
2021年，公司电力数字化服务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15.20亿元，占全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20.41%，同比
增加11.71%。

恒实科技（300513.SZ）也表示，
公司的虚拟电厂业务已产生收入。

恒实科技董秘办工作人员告
诉红星资本局，公司从2019年开
始就已经有虚拟电厂的项目落
地，目前湖南、湖北等地也在陆续
开展虚拟电厂业务。公司看好虚
拟电厂前景，会将其作为主要发
展方向，未来公司希望以能源聚
合商的身份参与到行业中。

万里扬（002434.SZ）则在互

动问答中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万
里扬能源公司自 2021 年开始开
展虚拟电厂相关业务。

但万里扬董秘办工作人员告
诉红星资本局，目前公司只是在
电力市场交易中涉及一点虚拟电
厂业务，虽然有收入，但主要业务
并没有放在虚拟电厂上。未来，公
司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将虚拟电
厂作为一个发展方向。

万里扬董秘办还表示，国内
整个虚拟电厂行业仍不成熟，现
在大家开始逐步开展相关业务，
市场还在逐步完善。

对于虚拟电厂行业的发展现
状，恒实科技方面也表示，虚拟电
厂受新能源发展的影响，也与国
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力系统的
推进有关。目前还不是一个普遍
存在的业务，行业属于发展前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陶玥阳

红星资本局 7 月 17 日消息，华大基因
（300676.SZ）关联公司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已与全球基因测速巨头
因美纳（Illumina）就美国境内的所有未决诉讼
达成和解，因美纳将向华大智造子公司CG支
付3.25亿美元的净赔偿费，后者将撤销在加州
北部地区法院对因美纳的反垄断诉讼，因美纳
将获得华大智造及其子公司 CG（Complete
Genomics）的“双色测序技术（Two-color se-
quencing technology）”系列专利授权。

在一份声明中，华大智造表示将于 2022
年8月开始在美国销售其基于CoolMPS技术
的相关测序产品，并于 2023 年 1 月开始销售
StandardMPS相关测序产品。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早在2019年5月，CG
就已在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对因美纳提起
诉讼，指控其侵犯了CG的双色测序技术专利
（美国专利号9，222，132），该专利涉及各种Il-
lumina基因测序仪和相关试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市场调整到哪一步了？
机会在哪？

长期以来，高端汽车市场基本
被宝马、奔驰、奥迪（以下简称BBA）
等传统豪华品牌统治，即便自主品
牌的传统燃油汽车性价比更高，仍
难以与合资品牌竞争。不过，当前的
新能源汽车发展，给了自主品牌弯
道超车的机会。

根据乘联会近期发布的数据，6
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
53.2万辆，同比增长130.8%，市场渗
透率达27.4%。乘联会特别指出，6月
纯电动车表现突出，批发销量达45.2
万辆，同比增长131.1%。

自主品牌的电动车高端车型销
量也强势增长，在稳稳占领中低端
市场后，与传统豪华品牌抢夺高端
新能源车市场。6月纯电动车销量数
据显示，在多个细分市场，自主品牌
持续占据主导地位。

自主品牌坐稳头部
重新定义高端汽车价值观念

近年来，新能源车自主品牌持
续发力，逐渐在高端市场占据优势。

在今年6月份40万元以上纯电动
车销量排行榜上，蔚来ET7、蔚来
SE8、红旗E-HS9、高合HiPhi X分别
以4349台、1684台、601台、535台的销
量占据了前四席位，占总销量的
85.76%，仅蔚来一家就占到了71.3%。
虽然榜单上剩余6个车型全部是国外
品牌，但自主品牌的纯电动车在这个
价格区间占据了销量上的绝对优势。

在30万元至40万元价格区间，
特斯拉Model Y、蔚来ES6、宝马X3

BEV分别以52150台、5100台、2025台
的销量居于前三。蔚来EC6以1828台
在销量排行榜上跻身第四位，岚图
FREE纯电以209台位列第八。

可以看出，虽然特斯拉Model Y
凭借一己之力与其他车型拉开了巨
大差距，但是国产新能源汽车高端
品牌却已经可以与传统国际豪车一
较高下。

汽车独立分析师刘昊向红星资
本局指出，自主品牌之所以能够在高
端新能源汽车市场战胜BBA，是因为
重塑了消费者对高端新能源汽车的
要求。“科技感、智能技术才是中国消
费者的主要参考因素。纵观造车新势
力推出的所有车型，无论是外观还是
智驾体验，都迎合了这种需求。”

比亚迪挑战特斯拉
在中端市场与其分庭抗礼

20万-30万元是车企竞争最激烈
的区间。在这一纯电动汽车细分市场，
国外品牌与自主品牌堪堪打平，不过，
自主品牌正在加速抢夺市场份额。

在6月份20-30万元纯电动车销
量排行榜上，特斯拉Model 3以2.58
万台的成绩牢牢占据了榜首，比排
在第二的比亚迪汉EV高出了1.01
倍。不过比亚迪汉EV的表现也非常
亮眼，6月销量突破了1.28万台。

5月18日，比亚迪披露数据显
示，“汉家族”的累计销量突破了20
万辆，成为首款达成“售价20万+、销
量20万+”的自主品牌轿车。此外，比亚
迪今年还推出了腾势品牌，刚刚发布

的首款新车D9定位MPV，预售价为
33.5万-46万，是比亚迪目前的价格天
花板。单看销量方面，今年上半年，比
亚迪已成为特斯拉的竞争对手。

与跨国高端品牌一较高下
自主品牌主打“新高端车”

对于今年下半年的新能源汽车
市场，业内人士普遍给予良好预期。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近
期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快速发展，呈
现以自主品牌为核心的快速崛起的
新局面，尤其是以蔚来等自主品牌
为代表的整个高端的电动汽车品牌
在快速发展。

对此，崔东树提出了“新高端
车”的概念。在他看来，传统高端车
主要还是在燃油车领域，跨国品牌
虽有百年品牌积淀和基础，但在新
能源汽车市场并未到消费者的认
可，反而是国内以高端新能源汽车
为主的自主品牌获得了市场的接
受，成为“新高端品牌”。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表示，
自主品牌高端化不是一个新话题，但
高端化是自主品牌的必然选择。

独立汽车分析师刘昊认为，中国
新能源汽车高端品牌能否与跨国高
端品牌一较高下，是中国能否成为汽
车强国的关键。“国产品牌在电动化
水平取得了先发优势，但一时的领先
不能代表什么。BBA这样的巨头真正
运转起来能量惊人。”刘昊指出，“这
场新能源汽车竞赛才刚刚开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上周，上证指数累计下跌3.81%，深证成指
下跌3.47%，创业板指下跌2.03%，打破了此前
指数高位横盘的格局，这也是4月27日市场反
弹以来出现的最明显调整。本周，市场连续调
整的格局会被打破吗？如何看待调整？又该用
何种策略来应对呢？

达哥认为，市场的调整仍然维持在一个
比较健康的状态。本轮反弹涨了两个多月，
途中连像样的回调都没有，有资金落袋为安
很正常。

调整的原因也很好解释，就是基本面还不
够扎实。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仍然低于今年2-3月的水平。

上周初，我对上证指数的观点是，在3200
点附近会有比较强的支撑，所以下周的看点就
是沪指在这个位置附近能否探底回升。

上周五上证指数尾盘出现了调整加速的情
况，目前还看不到止跌的信号，短期小级别可能还
要经历一个箱体下跌后的探底，反而才是机会。

不过，也不排除指数在急跌后出现探底回
升，但就周五上证指数的下跌而言，这个急跌
力度并不太大。这还要看金融、地产等这些大
权重板块的表现，如果他们不止跌，市场也很
难稳住。但不管怎么说，市场向下后出现止跌
企稳就是参与的机会。上证指数向上，可以暂
时看到缺口附近，至于短期能否回补缺口或者
更长期的走势，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

创业板目前仍维持的是正常区间震荡，明显
强于上证指数，这种蓄力充分后如果向上变盘，
需要注意背离的回调风险，而如果跌破了周三盘
中的低点，就要小心调整幅度加深。 （张道达）

基因测序巨头3年专利战结束
因美纳向华大智造
赔款3.2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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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元以上市场
蔚来（09866.HK/NIO.US）占据头部位置

30-40万元市场
特斯拉Model Y的增势明显，但蔚来ES6

的销量已挤进前三，蔚来EC6跻身第四位。
20万-30万元市场

比亚迪汉EV开始挑战特斯拉Model 3
的市场地位
20万元以下市场

自主品牌完全“霸屏”，其中比亚迪在
10-20万元市场“屠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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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电厂 风口来临？

何为
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并不
存在类似传统电厂的
实体形式，而是对多
种分布式能源进行聚
合，合理调配电力资
源。通过信息通信技
术和软件系统实现分
布式电源、可控负荷
等分布式能源的聚合
和协调优化的电源协
调管理系统，作为一
个特殊电厂参与电力
市场和电网运行。

虚拟电厂的
产业链：
上游基础资源

——主要包括可调
负荷、分布式电源和
储能设备。

中游系统平台
——资源聚合商，主
要为信息化提供商，
依靠互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整合、调度
各层面的数据信息，
增强虚拟电厂的协
调控制能力。

下游电力需求
方——电网公司、售
电公司等参与者，通
过中游资源聚合商
的合理分配，下游需
求方可以以更加高
效的方式进行电力
购买和使用

■ 随着全国进入高温模
式，用电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
话题。

■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中提出“推动储能设施、虚拟电
厂、用户可中断负荷等灵活性
资源参与辅助服务”。近期，山
西省还印发了首份省级《虚拟
电厂建设与运营管理实施方
案》。

■ 虚拟电厂成为热门概
念，多家上市公司表示已布局
虚拟电厂业务。

■ 相关上市公司员工告
诉红星资本局，目前我国的虚
拟电厂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
公司虽已涉及虚拟电厂，但带
来的收入较少，未来会将其作
为发展方向。

6月纯电动汽车市场新动向：
自主新高端品牌全面反攻BBA

今年以来，虚拟电厂收获诸
多政策利好。《“十四五”现代能源
体系规划》中提出“推动储能设
施、虚拟电厂、用户可中断负荷等
灵活性资源参与辅助服务”。

6月，山西省印发了《虚拟电
厂建设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明
确了虚拟电厂的类型、技术要求、
参与市场、建设及入市流程等。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电力
发展规划》中也指出，出台北京市
虚拟电厂建设指导意见，完善需

求响应和负荷调控技术平台功
能，研究制定市场运行规则及支
持政策，引导全市各行业电力用
户参与虚拟电厂构建。

多家券商发布研报，表示看
好虚拟电厂的发展潜力。

民生证券指出，虚拟电厂通
过管理系统链接上下游，在新能
源加速普及大趋势下，实现能源
的聚合和协调优化，是电力交易
的重要基础。

华安证券认为，数字化是提

升电网消纳能力的重要支撑，虚
拟电厂蕴含广阔市场。虚拟电厂
有望和储能一起成为电力体系智
能调度、效率优化的重要手段。

中金公司研报称，2021 年，
虚拟电厂利润市场空间约为659
亿元。伴随虚拟电厂的渗透，预计
VPP（Virtual Power Plant，虚拟发
电厂）调节负荷量占比有望在
2030年达到5%。中金公司测算，
我国虚拟电厂行业有望在2030年
触达1320亿元的理论市场空间。

虚拟电厂概念火热
中金公司：2030年市场空间触及千亿

1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概念股受追捧，业务进入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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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前海人寿的官网被一份来自监管部
门的《监管意见书》“占领”。

7月15日，对于监管部门发出的《监管意见
书》，前海人寿及其控股股东宝能集团都发表
公告称，坚决贯彻落实监管意见要求。

引起监管部门注意的，是7月11日发布在
前海人寿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宝能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官网上的两份公告。这两份公告
称，前海人寿近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和董事
会临时会议，决议免去沈成方的董事职务和总
经理职务，免去陈琳的监事职务。

7月14日，银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发出
《监管意见书》称，经核查，前海人寿对召开上
述会议不知情，会议未按照公司章程和监管要
求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送通知，且未提前通知
监管机构。

为此，监管部门一方面对前海人寿的实际
控制人姚振华进行了监管约谈，责令改正违规
问题，立即纠正不当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另一
方面，严禁股东不当干预公司经营，不得滥用
控制权。

前海人寿披露的年报显示，2021年，其归
母净利润约为1.16亿元，同比下降约90%；在今
年一季度，受资本市场大幅调整的影响，其净
利润约为-23.23亿元。

不仅仅是净利润大幅下滑，红星资本局还
发现，前海人寿还因高层的人事变动被业内称
为“三无公司”，没有董事长、没有总经理、没有
监事长。

早在2017年，因前海人寿存在违规运用保
险资金的行为，时任董事长姚振华受到撤销任
职资格并禁入保险业10年的处罚。而后，张金
顺接任董事长一职。

不过，据界面新闻报道，去年3月12日，张
金顺以个人原因为由辞职。截至目前，前海人
寿的董事长一职已经空缺1年多时间。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被监管部门认定程序
及决议违规的会议上被免职的沈成方和陈琳，
算得上是前海人寿的“元老”级别人物。其中，
沈成方从2012年至2018年历任前海人寿的总
精算师、副总经理，2018年8月经核准担任总经
理，后又担任执行董事、合规负责人和反洗钱
责任人等。生于1972年的陈琳，自2012年4月起
担任前海人寿的监事会主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实控人姚振华被约谈
前海人寿变身“三无公司”

虚拟电厂板块周K线图
（截至7月15日收盘）

6月份40万元以上纯电动车销量排行榜（来源：乘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