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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明年调整供货价，平均上调幅度18%

茅台严令：经销商不得“炒酒”

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超级工厂刷新全球纪录
一个超过2.8万平方米的太阳能

电池生产车间，除了偶尔出现的巡检
人员，几乎看不见一个工人。12条自动
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手左右腾挪，
智能运输机器人来往穿梭……

成都商报记者近日走进这家位于
双流区的“无人工厂”。这里是通威太
阳能双流生产基地S2车间的世界首条
工业4.0高效晶硅电池生产线，这座现
代化“无人工厂”每天能生产超过135
万片太阳能电池片。这也是一个屡屡
创造光伏行业奇迹的地方：高效晶硅
电池项目首期仅用7个月时间建成、当
年成功实现盈利，创造了惊人的“成都
速度”。今年9月20日，在产能规模和工
程量翻倍的情况下，同样仅用7个月，
便建成并投产全球首条工业4.0无人
电池生产线，又一次刷新了全球行业
纪录，成为光伏行业智能化工厂、数字
化车间的典范。

“过去这样一条生产线需要好几
百名工人，现在只需要少量维护人
员。”通威太阳能双流基地S2车间设备
部长郭兴刚告诉记者，过去2.5秒印一
片电池片，现在只需要1.3秒；在车间
跑来跑去的IGV智能小车运输物料，
能替代90名工人的工作量。“未来我们
的车间都是这样，看不到什么人在这
里操作，全部是机器人、机械手来完
成。”这座“超级工厂”，只是通威太阳
能4年来发展成绩的一个缩影。

时间回到2013年9月，通威集团以
8.7亿元接手合肥赛维100%股权，拉开
了进军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序幕。彼时，
光伏行业尚未走出低谷，业界也为通
威的大胆捏了把汗。当年面对外界的
质疑，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却
信心十足。他在2013年11月18日合肥
基地开工前夜公开表态：“光伏行业的
春天已经很近，最多就像我们现在和
明年春天的距离！”

事实证明了刘汉元的眼光，合肥
基地堪称完美“抄底”：2014年运行第
一年即实现盈利；2015年成为全球最
盈利的光伏电池企业；2016年纳入上
市公司通威股份，当年即为上市公司
贡献4.45亿元净利润！

今天的通威太阳能，已经拥有成
都、合肥两个晶硅电池生产基地。在成
都首条工业4.0无人电池生产线投产
后，仅仅过去两个月，11月8日通威再
度加码，启动建设通威太阳能合肥基
地10GW高效晶硅电池生产项目，新
增约60条高效单晶电池生产线。11月
18日，通威再度重磅出击，成都基地
10GW高效晶硅电池生产项目正式动
工建设。

未来3~5年内，随着成都、合肥两
地项目全部建成，通威太阳能电池产
能规模将超过30GW，年产太阳能电
池片60亿片。这些电池片安装发电后，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990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3090万吨，二氧化硫约93
万吨。通威太阳能“打造世界级清洁能
源企业”的战略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

永祥多晶硅“王者归来”

高度智能化的“超级工厂”，可以大
幅提升工作效率，提高生产品质，降低
产品成本。科技的进步则使光伏产业快
速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化，并有望挑战
火电、水电等成本更低的能源生产方
式。而在光伏产业链的上游，通威集团
早已在多晶硅产业链投下重注，并在技
术和成本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多晶硅作为光伏产业的重要上游
原料，主要用于生产硅片、电池片和组
件等下游产品。我国多晶硅产业经过
多年发展，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些
龙头企业如永祥股份、江苏中能、新疆
特变等，成本远低于国际硅料巨头德
国瓦克。永祥股份，正是通威股份旗下

企业。永祥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段雍
自豪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现在我们
拥有非常好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我
们是全世界成本领先的企业之一。”

永祥股份也曾命运多舛。2008年9
月，公司首期年产1000吨多晶硅项目
刚投产，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寒冬”
袭来。多晶硅价格暴跌，在很短的时间
内从每吨350万元，下跌到180万元、70
万元、30万元，最低跌至十几万元，整
个行业举步维艰，全国多晶硅企业全
面陷入困境。

“在行业最艰难时，很多同行倒
闭，但我们在大股东的支持下没有乱，
而是坚持生产，苦练内功，加大技改。”
段雍介绍，在行业“寒冬”里，永祥人革
新了4代多晶硅技术。特别是2013年年
底，投资6亿多元用于冷氢化技术改
造，创新“永祥法”多晶硅技术，生产成
本由每吨16万元降为每吨8万元以下。
2017年，永祥的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

到每吨 5.5万元，而行业平均成本为
每吨8万元。

今天的永祥股份厚积薄发，携技
术、成本的绝对优势“王者归来”，目前
已经打造了产能规模全国前三、西南
最大，成本行业最低的晶硅生产企业。
公司还与下游龙头企业隆基股份合
作，在乐山投资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项
目。其中一期2.5万吨项目已开工建
设，预计2018年底建成投产。届时，公
司高纯晶硅生产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至4万元/吨。同时，公司拟在包头投资
80亿元，建设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
套新能源项目。目前一期2.5万吨高纯
晶硅项目已开工，预计2018年建成投
产。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永祥高纯晶
硅产能规模将突破12万吨，跃升至全
球第一集团。

未来晶硅产能是否过剩？急速扩
张的产能如何消化？对此疑问段雍乐
观表示，近几年，光伏行业特别是分布

式光伏发展势
头迅猛，高纯晶
硅产能扩张速
度跟不上下游
扩产速度，“目
前 市 场 仍 有
30% ~40% 需 要
进口。”同时他
表示，公司包头
基地是基于生
产成本、运输半
径、市场布局等
多方面考虑。据
记者了解，包头
当地已有大型

光伏产业园区，永祥的产能基本上可
以实现就地消化。

光伏行业即将迎来“临界点”

长期以来，中国的光伏行业都是
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优胜劣汰伴随
行业发展始终，也让中国从十多年前
的“两头在外”，成长为今天的全球最
大光伏市场，并形成了绝对领先优势。

随着落后产能逐步退出市场，“马
太效应”逐渐显现。有规模、有技术、高
品质、低成本的龙头企业大多订单饱
满，产能利用率高，盈利能力强。以通
威太阳能为例，截至今年11月，公司已
连续38个月持续盈利、连续38个月满
产满销、连续38个月开工率100%，再
一次刷新了光伏行业新纪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通威太阳能电池片环节的非硅成
本仅为行业平均非硅成本的60%；产
能利用率超过110%，远超行业平均的
80%；毛利率为17.28%，超过行业平均
毛利率10%。光伏全产业链各环节不
断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带来了终端产
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根据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统计，光伏组件、系统、逆变器、
电价在8年的时间里分别下降了90%、
88.3%、91.5%和77.5%。仅在2017年里，
光伏组件价格再度下降了两成。

光伏各产业链价格的快速下降，让
光伏装机量远超预期。2017年前三季
度 ，全 国 光 伏 发 电 新 增 装 机 达 到
42GW，同比增加近60%。其中分布式光
伏的高速增长，使光伏装机量获得了有
效支撑。行业预测，未来十年，光伏装机
成本还将降低50%以上，极可能成为全
球最经济、最清洁的发电方式。而据中
信电新分析，2019年年底光伏度电成本
有望达到0.4元/度，这已经接近火电成
本。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能源革命已
到关键临界点，行业瓶颈即将突破。而
像通威太阳能这样在光伏领域深耕多
年的巨头，无疑已做好了准备。

今冬以来，多地重启空气重度污
染预警。雾霾围城，牵动人心。一个普
遍的共识是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化
石能源如煤炭、石油消费比重过大成
为元凶。与此同时，曾经昂贵的太阳能
正变得越来越便宜，并开始与化石能
源抗衡。当光伏电价逼近火电，这一拐
点已经清晰可见。以光伏为代表的可
再生能源将迅速推动人类新一轮的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领人类社会向
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迈进。一个零
排放、更洁净，从根本上破解雾霾问题
的新能源时代即将到来。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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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移机修空调冰箱1364802387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二手车买卖
●急购国3厢式货车13088071080

酒楼·茶楼转让
●ifs旁酒店寻合作15928862230

声明·公告
●金堂县成金康奈专卖店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J6510026664701账
号：51001578008051503046开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堂支行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新津恒利源建材经营部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101326000911�
52）、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1
0129197007074927）遗失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四川成都浦江民富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雄川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于二0一七年九月三
十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我
行已依法将享有的对四川大千百
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
恒达吉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迪浮
旺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申旺商贸
有限公司、 成都义兴建材经贸有
限公司、 成都浩兴然商贸有限公

司6个债务人的债权2017年9月30
日转让给成都雄川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
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各债务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在15个工作
日内， 向雄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清偿所欠债务 （联系电话：
028-65236379），否则，成都雄川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使用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29日

● 招租公告
现有成都市高新区天和东街
29号1栋1层1号 (408.04㎡ )和3
层1号 (603.88㎡ )、2号 (613.23
㎡ );2 栋 1 号 (85.36 ㎡ )、2 号
(86.07㎡ )、3号 (156.80㎡ )、4号
(81.20㎡ )、5号 (82.10㎡ )、6号
(113.64㎡ )、9号 (113.86㎡ )、11
号(81.14㎡ )、12号(99.86㎡ )、13
号 (170.05㎡ )、14号 (175.93㎡ );
3栋 3号 (45.21㎡ )、4号 (36.92

㎡ )、9号 (46.57㎡ )、11号(47.01
㎡ );5栋 6号 (105.88 ㎡ )、9 号
(105.91㎡ )、10号 (69.17㎡ )、12
号 (88.63㎡ )、14号 (122.10㎡ )。
商业物业进行分零招租， 本次
招租标的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
网 站 ：http://www.cdggzy.com
●金牛区丽诗皮具商行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
6600557513)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武侯区蔓瑞思服装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022198�
510164925）遗失作废。
●成都金牛区均德蔬菜店开据给
成都长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10489225，
金额：9999； 代码 :10489228，金
额：9999）发票遗失作废。

●成都先同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税号91510107728048381X）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1001�
53130号码08969473）遗失作废

●纳税人识别号：510723197307�
05471101,企业名称：高新区中
和三鼎重庆老火锅店，类别代码
：051001700107,发票号码：176�
27172,17627187,17627188,1762
7189,17627190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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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起飞前夜 行业逼近“临界点”
即将过去的2017年，是光伏全产业链高速发展的一年。行业发展形势日趋明朗，龙头

企业纷纷大举扩张。种种迹象表明，光伏发电成本已日益接近火电成本，新一轮能源革命已
到关键临界点，行业瓶颈面临突破。穹顶之下，雾霾牵动人心，太阳能或将成为最清洁、最经
济的能源供应方式。

2017油价最后一次调整
92#汽油上调0.05元/升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消息，根据近
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7年12月
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
将迎来上调，其中汽油上调70元/吨，
柴油上调70元/吨。

同时，本轮油价窗口开启后，四
川省三个价区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都将相应调整。成都作为一价区，调
整后92#汽油价格为6.87元/升，0#柴
油价格为7.40元/升。按照本轮油价
均上调70元/吨来计算，国内92#汽
油和0#柴油的涨幅分别为每升0.05
与每升0.06元。调价后，消费者用油
成本将有所增加，以一辆油箱容量在
50L的家用汽车为例，加满一箱92#
汽油将多花2.5元。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12月28日早晨8点过，贵州省茅
台镇，茅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
经销商联谊会在此召开。1000多名茅
台经销商步入会场，他们不少都面带
笑意。或许，这与今年53度飞天茅台
酒（以下简称茅台酒）供不应求，价格
一路上涨，卖酒更赚钱有关。

2018年茅台酒上调供货价格

2017年以来，茅台酒销售形势大
好，价格一路上涨。在茅台集团总经
理李保芳看来，2017年的茅台酒市场
已完全由买方市场转变到卖方市场。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态势贯穿全
年，淡旺季已没有明显界限。

为防止价格过快上涨，茅台在今
年3月召开座谈会，提出了1299元的
终端零售建议价。不过，茅台虽然提
出1299元的“平价”价格，但似乎只是

“有价无货”。无论怎样，茅台酒价格
不断上涨的背后，茅台也是赚得“盆
满钵满”。

据悉，目前茅台集团已全面超额
完成全年度主要目标任务。此外，截
至11月，茅台集团实现销售收入654
亿元，同比增长52%；利润总额突破
300亿元，同比增长58%。营收及利润
均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在此情况下，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宣布从2018
年1月1日起，贵州茅台上调各种产品

供货价格，上调幅度为9%~25%。其称
此举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市
场秩序，兼顾厂商利益，调节供求关
系、平衡市场价格的需要。

28日早间，贵州茅台发布公告
称，为更好地统筹兼顾各种因素，公
司自2018年起适当上调茅台酒的产
品价格，平均上调幅度18%左右。此
前，飞天茅台酒出厂价为819元/瓶，
若上涨18%，将至969元/瓶。

对于茅台调整出厂价，一位与会
的经销商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其对记
者表示：“不少其他白酒企业都已上
调了出厂价，作为龙头的茅台不涨的
话，反而不正常了。”

李保芳严令经销商不得“炒酒”

伴随业绩提升，是贵州茅台股价
的不断攀升。12月28日，在经销商大
会召开的当天，茅台股价上涨8.21%。
袁仁国称，截至2017年12月25日，贵
州茅台的总市值达到8644亿元，位居
全球烈酒第一。

“明年，供需矛盾突出仍将是全
年工作的关键特征，并将在较长的时
期内保持下去，新的一年，兼顾厂商、
经销商、消费者三方的利益仍将是最
重要任务。这需要把利润控制在合理
区间，不要过度追求利益和利润的最
大化，更不能只顾当前，不管长远。”

李保芳说。
李保芳甚至“撂”下狠话，1299元/

瓶的价格是硬性规定，如果再有经销
商触碰高压线，绝不容情。不仅取消经
销商资格外，而且绝不会再接受申请。
对此，李保芳对全国大经销商进行了
点名，希望他们起好带头作用。

袁仁国也提出要提升对价格的管
控力度。“市场形势有了好转，我们更
要‘稳’字当头，稳住价格，稳住市场
基础，稳住市场占有率……”其表示。

李保芳还透露，茅台酒扩产工程
正在建设，扩产之后，将形成5.6万吨生
产能力。而此次扩产后，预计至少10年
之内不会再扩产。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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