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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毅

近一个月，“氢能”不断霸占新
闻热榜：

3 月 31 日，3400 亿元光伏龙头
隆基股份投资成立氢能科技公司，
宣告正式入局氢能；3月29日，长城
汽车宣布在已投资 20 亿元的基础
上，将再投入30亿元到氢能领域研
发中；3月29日，中国石化称，“十四
五”期间规划建设1000座加氢站或
油氢合建站，打造“中国第一大氢能
公司”；3月29日，宝丰能源称，已启
动电解水制氢储能及综合应用国家
级示范项目；3月26日，上海电气拟
定增募资 50 亿元投入于电解水制
氢、超临界二氧化碳和大容量储能
技术研发等项目……

氢能，被誉为21世纪最具发展
潜力的清洁能源，正在吸引越来越
多的巨头重金入局。通过资本赋能
企业“氢战略”，一场瞄准“碳达峰”

“碳中和”的攻坚战已然打响。
笔者注意到，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很快，“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氢能
与储能被列为前瞻谋划的六大未来

产业之一，这比“十二五”“十三五”
时期所谓的节能减排的指标要严厉
得多，技术标准跨度超出人们的想
象。当然，市场发展空间也非常大，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干
勇的预测，未来氢能在中国终端能
源 体 系 中 的 占 比 将 达 到 10% 至
15%，氢能将与电力协同互补，共同
作为终端能源体系的消费主体，并
带动形成十万亿元级的新兴产业。

面对规模庞大的市场，逐利资
本蜂拥而至，笔者认为，在这场绿
能变革中，各产业、各领域要做到
有序突破，尤其做好产业链系统配
套工作。

首先，系统性深化氢能产业链
布局。据了解，已有10余个省及直
辖市出台氢能产业专项政策，超过
40 个市、县出台氢能产业相关政
策。专项政策将护航产业链上下
游的布局与发展，完成系统性氢能
布局。

其次，企业利用好资本，立足主
业进行针对性突围。正如文首热榜
新闻，企业锁定目标重金投放。比
如中国氯碱行业的龙头企业鸿达兴

业，携手全球领先的工业气体供应
商法液空加速液氢高端布局，进一
步推动中国液氢民用的产业化发
展，液氢长途运输的成功更是为液
氢商用打通了“高速路”。

最后，积极宣传价值导向，全
民目标清晰化。在这场绿能变革
中，舆论引导的作用不可小觑，既
要讲清能源革命的逻辑，描绘氢能
应用远景，还要关注到技术及市场
储备的关键环节，同时呼
吁企业家立足于国情，放
长眼光，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克
难奋进，全力以赴。

十万亿元市场“真香”
资本需有序赋能“氢战略”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张晓玉

当前，“脱碳”已成为全球课
题。在我国提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背景下，氢能作为一
种能源和能源的载体，被纳入战
略性新兴产业，已站上风口。氢
燃料汽车产业作为未来汽车发展
的新趋势，成为国内外众多车企
布局的重点。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实地走
访了长城汽车位于河北的氢能源技
术中心，切身感受到了长城汽车

“氢”功的威力。

再投30亿元
打造国际顶级研发团队

在储氢系统试制线车间，映入
记者眼帘的是一个缠满“黑绷带”
的椭圆罐。长城汽车工程师马强
向记者介绍：“这是储氢罐，外面的

‘黑绷带’是一种复合材料，我们正
在试验用不同的缠绕方式，增强缠
绕层的力学性能和储氢罐的承压
能力。”

小氢罐藏大技艺，没想到缠绕
方式竟暗藏玄机。氢能作为清洁能
源，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扮演着重要
角色。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对

《证券日报》等媒体记者表示，“实际
上我们在五年前就基于产业链和发
展趋势布局氢能，但是没有想到（趋
势）来的如此之快。”

魏建军继续说：“作为车企，我
们对于减碳思考了很多，也做了很
多规划。长城汽车的规划不是做什
么车，是做新能源车的基础产业链
和技术储备，新能源汽车的终极解
决方案一定是可再生的绿能。”

据了解，早在2016年6月份，未
势能源的前身——XEV 项目组正
式成立，开启长城氢燃料汽车核心
技术研发。2018年，长城汽车建成
并运行氢能技术中心，总投资7.5亿
元。2019年，长城汽车全资控股上
燃动力，同年成立未势能源，开启独
立市场化运营。截至目前，长城汽
车已累计投入 20亿元用于氢能领
域研发。

氢能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能源，
在汽车行业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氢能很可能成为汽车动力的终极
能源。魏建军提到，有统计数据显
示，中国每年弃电金额高达千亿
元，如何将弃掉的能源储存起来，
氢是最好的，电动车也是很好的解
决方案，长城汽车做电池和氢能布
局背后的逻辑就是碳达峰和碳中
和目标。

谈及技术瓶颈，魏建军向记者
介绍：“氢燃料目前基础设施不完
善、产业链不完善，包括电池本身、
三电系统等都处于初级阶段。当
前，氢能的应用背后除了国家政策
的支持，还需要技术进步、突破，还
需要社会建立产业链条，突破‘卡脖
子’的技术瓶颈。为了实现氢能源
技术的突破，未来3年内，长城汽车
还将继续投入超30亿元研发费用，
以达到万套产能规模，打造 430余
人的国际顶级研发团队，建立‘四国
五地’全球化研发布局。”

全产业链
减污降碳是关键

在此次长城汽车调研中，中国
人民大学金融学一级教授、中国资
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球对记者表
示：“所有的技术升级都来自于市场
的需求，如今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氢燃料电池车，
其技术与市场已经不存在‘鸡生蛋
还是蛋生鸡’的困惑关系，在市场需
求升级或者形成过程中，企业能否
率先布局，决定着能否最终跻身头
部集团之列。”

魏建军随即表示，中国有很好
的基础，国家政治体制的先进性可
以将很多资源迅速整合起来，各地
政府以及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意愿
非常强烈。中国可以集中资源办大
事，这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是任何
一个国家不可比的。“在氢能方面，
中国是最有机会的，因为中国的煤
储量很大，煤是要排碳的，基于能源
革命的逻辑思考，我决定做就做一
个产业链。”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
济学家管清友则明确表示，要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果没有重
大技术突破不可能完成，除了要调
整经济结构之外，主要靠技术上的
突破，在国内，无论是石化能源行

业还是汽车行业，挑战和压力都极
大。“未来的汽车企业，整个产业链
条、供应商要全部公布碳足迹，贴
上碳标签，像长城汽车这样要做碳
中和的企业，对于现有的技术储
备，现有的基础设施，几乎是颠覆
性的改变。”管清友认为，对于汽车
行业，终端能源电力化是没有问题
的，关键问题在于新能源本质上产
生电力全生命周期要尽可能地实
现碳中和。“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
来讲，有电池、零部件的制造是不
绿色的，不够低碳的，我们可能现
在得考虑生产电的过程如何能够
真正的实现碳中和。氢能源的市
场化还有很多路要走，降低全生命
周期生产能耗排放的困难很大，碳
中和、碳达峰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
革命，将是长城汽车的使命，也是
全汽车产业的使命。”

平安证券研报表示，随着国家
及地方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
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的逐步突破积
累、相关配套产业的逐步完善，氢燃
料电池及新能源汽车行业未来将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于产业链的布局，魏建军有
着清晰的思路，他向记者介绍：在上
游，长城汽车开发的新一代钙钛矿
太 阳 能 光 伏 技 术 ，已 经 实 现 了
20.01%的光电转换效率；在大规模
储能应用方面，长城汽车的氢+电储
能系统，为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存储
提供解决方案，为移动和固
定式能源综合利用奠定基
础。在产业链下游，未来两
年内，长城汽车核心
氢能动力系统零部件
全面供应公交/大巴+
重卡/物流车+乘
用车三大应用平
台 展 开 推 广 运
营，推动中国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
和核心部件的国
际领先进程。“未
来，长城汽车将
打造国际级‘制-
储-运-加-应用’
一体化供应链生
态，打造国际领
先的车规级‘氢
动力系统’全场

景应用解决方案-氢柠技术。”

布局氢能
未来30年三步走

今年 3月份，美国最大油气生
产商埃克森美孚发布的战略内容与
过去两年最大的变化在于，大幅下
调了未来公司油气产量指引，该公
司也重点表达了对碳捕获与封存和
氢能技术前景的乐观态度。埃克森
美孚预测，自 2020年起，全球氢能
市场规模每年扩大约 30%，到 2040
年可达到1万亿美元。

据国际氢能委员会预计，到
2050年，氢能将承担全球 18%的能
源终端需求，创造超过2.5万亿美元
的市场价值，燃料电池汽车将占据
全球车辆的20%-25%，届时将成为
与汽油、柴油并列的终端能源体系
消费主体。

从国内情况来看，2020 年，氢
能被纳入《能源法》（征求意见稿）。
2021年，氢能列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未来产业布局。

面对10万亿元
级别的庞大市场，以
及政策的密集支持，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
司正在加速入局氢

能产业链。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1
月份-2月份，国内投资氢燃料电池
产业的项目共有10个，总投资额超
260亿元。

长城未势能源董事长张天羽表
示，长城汽车今年将推出全球首款
C级氢燃料电池 SUV，并在全球率
先完成100辆49吨氢能重卡应用项
目落地；2022年，首支高端乘用车
服务车队将出现在冬奥会的舞台
上；2023年实现核心动力部件推广
数量国内领先，2025年剑指全球氢
能市场占有率前三。

此外，长城汽车还提出了氢能
源的终极目标——构建永续美好的
氢能社会，并规划了未来30年的三
步走路线：2021年-2025年（开启氢
时代，聚焦氢示范），加强商业模式
创新，培育健全产业链，加大自主研
发与资本投入；2025年-2035年（发
展氢经济，开发氢生态），加大推广
氢燃料电池汽车，研究和推广船用、
航空、移动机械燃料电池系统；2035
年-2050年（建成氢社会，贡献碳中
和），成为氢能生产、储存和综合利
用的生态运营商。

长城汽车练“氢”功“碳中和”攻坚战开打
本报记者 肖 伟

凯美特气是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之一，也是碳减排的急先锋。

从成立至今，凯美特气一直致力于石化尾气治理行
业，成为以石油化工尾气、废气、火炬气回收利用的专业
环保企业。近日，《证券日报》记者专访凯美特气时了解
到，凯美特气不仅投资 15亿元扩大石化尾气处理及碳
捕获业务，还将战线延伸到氢能源领域，成为海南岛氢
能源项目试点主要参与方之一，更有电子特种气体业务
试水国际国内市场。得益于这位“小巨人”企业别具特
色的“点气成金”技术，湖南财信资产在给予高度评价的
同时，专门推出了“A+B股权”模式，成为了凯美特气的
长期战略投资者。

以碳循环实现碳减排

4月2日，凯美特气公告，公司收到与揭阳大南海石
化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完成的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
资15亿元在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内投资建设年产20
万吨食品级二氧化碳项目，年产 6000吨氢气提纯项目
及年产 30万吨高洁净双氧水项目（以下简称“揭阳项
目”）。

在单个项目上投入 15亿元，在特种气体行业是大
手笔投资，然而凯美特气却显得举重若轻。凯美特气董
事长祝恩福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从成立至今，我们
一直致力于石化尾气治理，把自己打造成为以石油化工
尾气、废气、火炬气回收利用的专业环保企业。我们拥
有湖南省气体技术研发中心，掌握多项与二氧化碳、氢
气等产品生产相关的核心专利技术。我们既是国家首
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是湖南省循环经济标准化
国家标准制定企业。目前，我们正在参与由国家气体标
准委员会牵头的《工业排放气二氧化碳回收导则》团体
标准和行业标准《二氧化碳行业绿色工厂标准要求》的
编制起草工作，期待为国家碳减排工作做出更多贡献。”

“炼气成金”绝技获国资青睐

祝恩福向《证券日报》记者详解揭阳项目的意义：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历经多年建设，总体规模较大，
集中了饮料、机械、造船、冶金、造纸等行业客户。”

凯美特气不仅从石化尾气中提取了食品级二氧化
碳，也从石化尾气中分离出高纯度工业氢气，支持海南
岛的氢能源产业试点先行。2020年发布的《海南省清
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部署燃料电池汽车
综合应用生态建设。超前部署省内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面向氢能的全生命周期应用，引导建设商业化运营综合
示范区，推动省内氢能产业发展。到 2030年实现全岛
新增和更换新能源汽车占比为100%。”

凯美特气董秘张伟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目前，
海南省政府已经安排海南炼化和我们旗下的海南凯美
特气牵头氢能源岛的建设，博鳌论坛氢能源站将是全岛
的第一个试点。我们为氢能源汽车提供高纯度氢原料，
氢原料即来自石化行业的尾气回收处理。我们了解到，
全国多地已经开始氢能源试点应用，如果试点进展顺
利，氢燃料会迎来风口。我们在制氢综合成本方面有较
大优势，可为这一碳减排新生事物提供更大支持。”

凯美特气不仅把“炼气成金”应用在碳减排领域，也
应用在电子特种气体领域，使得“小巨人”的科技力量多
点开花。凯美特气电子特种气体项目负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我们现已建成并投入 12套电子特种气
体生产及辅助装置，生产半导体、面板、航天、医疗等领

域急需的超高纯气体和多元混配气。我们已经生产
出了合格产品，并在积极联络外界开展认证工作。光
刻机及芯片制造用气体是我们攻关的重点，拿到高端
认证后，我们可以获得市场的更高认可度。今年3月
份，我们和上海谂筠实业签订供销协议，供应纯度
99.999%氪气，对电子特种气体业务是积极信号和良
好开端。”

由于疫情防控得力，上下游产业供求趋旺，凯美特
气预告，2021年一季度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1161万元至
1761万元，同比增长 348.96%至 580.97%。良好的业绩
韧性获得了国资机构的好评和青睐，此前已经入股支持
凯美特气的湖南财信资产启动“A+B”股权转让模式，帮
助凯美特气更上一层楼。

湖南财信资产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我们选择与凯美特气合作，采取了‘三优原则’。第一
是考虑优势行业，所处行业属于新兴行业，有较大成长
性，未来前景确定；第二是考虑优质企业，企业有核心竞
争力，业务经营稳健，内部治理清晰；第三是考虑优秀团
队，团队有丰富经验，团队成员稳定，人员搭配得当，职
业素质较高。只有通过严格筛查的企业才能成为我们
的合作对象。‘A+B’股权模式是我们和凯美特气的一次
重要探索。我们会长期持有‘A股份’，成为凯美特气的

长期战略投资者。‘B股份’为核心团队提出业绩要
求，设立超额收益分配方案。我们看好凯美特气
的主营业务及电子特种气体等新兴业务，疫情消
退后各项业务均具有一定爆发性，我们愿与凯美
特气共同分享创造的经济价值。”

（（本版图片由公司提供本版图片由公司提供，，素材来源视觉中国素材来源视觉中国））

凯美特气“炼气成金”：
我们做的不只是碳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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