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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记者 刘垠

未来产业新书发布

暨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伟） 1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主办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战略

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新书发布暨

未来产业研讨会在线举行。

据介绍，该书是中国科学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牵头组

织，以“智库双螺旋法”为指导，重点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重点

领域、未来布局、模式路径及地方实

践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潘教峰表示，2023年产业科技研

究工作要重点关注 3个问题：一是要

关注产业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问题；二是要关注建立科技—

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加大政策创

新力度；三是要立足国内国际双循

环，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为产业科

技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

外部环境。基于此，研究院成立产业

科技创新研究部，广泛联系科技产业

领域相关专家；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开展一系列研

究支撑工作；完成《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

一书出版，并将持续深化研究。

据悉，下一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将通过产业科技创新研

究部，进一步汇聚产业界、科技界等专

家智慧，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产业

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蜂巢蔚领首次承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发布《关

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

重点专项 2022年度项目安排公示的

通知》，泰州医药高新区企业蜂巢蔚

领参与的“商用车用大功率长寿命燃

料电池电堆及发动机技术”项目成功

获批立项，共筹资金 17270万元。其

中，中央财政经费支持3190万元。

这是泰州医药高新区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企业首次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该项目主要研究重

卡用高载荷长寿命燃料电池电堆及

发动机技术，由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牵头，蜂巢蔚领、同济大学、国

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 10家单位共同参与实施。主要针

对重卡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需求，蜂

巢蔚领负责开发低功耗、适重载、高

集成和强耐受的供氢、供气、水热管

理及模块化控制器单元。

下一步，泰州医药高新区将继续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营造

最优创新生态，全力支持企业参与实

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加强产业

链与创新链联动，助力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高质量发展。 赵越 梅春来

净雪皇水蛭素产品

在香港获得权威大奖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欧阳钢桥）

近日，南宁高新区企业南宁市净雪皇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净血

皇—天然活性水蛭素产品，在香港被

国际美容健康总联合会授予“2022年

度（血管清道夫）权威大奖”。

净雪皇公司是一家集金边蚂蟥

养殖、水蛭素提取、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整产

业链发展的所有技术支持及生产配

套设施，并运用天然水蛭素进行系列

民族医药制剂、保健类食品、美容化

妆品的开发与研究。2015年，该公司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2016年获评

广西第八批创新型企业；2017年被南

宁市政府列入政府引导基金直投企

业名单。同时，该公司金边蚂蟥产业

化项目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

宁市“十三五”规划生物医药板块重

点支持项目。

下一步，南宁高新区将加大对净

雪皇公司的支持力度，更好地助力该

公司拓展国际合作渠道，让广西的天

然水蛭素产品更快地走向世界。

最近，一直坚挺的硅片迎来价格持

续下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

分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硅片价

格继续下跌。其中，M6单晶硅片成交

均价降至3.5元/片，M10单晶硅片成交

均价降至 3.74 元/片，G12 单晶硅片成

交均价降至4.9元/片。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硅片环节大幅

下降，一方面源于上游硅料价格下跌，

另一方面与硅片厂商开工率低、集中抛

售库存有关。“随着光伏产业链上游价

格下降，将会刺激下游装机规模的增

长。”

硅片价格持续下降

硅料硅片价格不复 2022年上半年

的强势，开启下跌模式，并刺激光伏产

业链各个环节进入“降价周期”。

数据显示，M6单晶硅片价格区间

在 3.2-3.55 元/片，成交均价降至 3.5
元/片，周环比跌幅为 20.5%；M10单晶

硅片价格区间在3.6-3.8元/片，成交均

价 降 至 3.74 元/片 ，周 环 比 跌 幅 为

17.4% ；G12 单 晶 硅 片 价 格 区 间 在

4.75-5 元/片，成交均价降至 4.9 元/
片，周环比跌幅为25.3%。

“硅片价格大幅下跌根本原因在于

硅料降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

业分会硅产业分析师陈家辉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晶硅价格延续

2022 年 11 月份以来跌势运行，其中单

晶致密料价格从高点 30.60 万元/吨降

至 目 前 的 17.62 万 元/吨 ，跌 幅 高 达

42.4%。

陈家辉表示，从供给端看，企业对

原材料降价持观望态度，因此在下行

市场中采购积极性不高；同时硅片供

应过剩造成库存问题。从需求端看，

光 伏 产 业 链 下 游 各 个 环 节 继 续 降

价。比如，电池端，主流电池片报价

在 0.8-0.85 元/瓦，环比下跌 26%；组

件端，前期签订的组件订单基本都在

1.6元/瓦。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

说，硅片价格松动并进入下降通道直

接的原因与上游硅料价格有关。因

为硅料供应十分充足，且很多硅料厂

家已出现一定的库存。同时，下游的

光伏组件厂家对硅片的需求出现下

滑，导致硅片价格明显下降。

祁海珅分析说：“由于国家规定大

型地面光伏电站可以分期并网，减少

了集中式并网的压力，也减少了对组

件的集中需求，这种抢装的行情并未

到来。所以从供给端、需求端等方面

看，都导致了硅片价格下滑。”

此外，光伏产业链由上至下分为

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光伏系统

等环节。其中硅片是光伏产业链超

额收益最高的环节，由此吸引了一大

批新玩家涌入并急剧扩产。这导致

硅片供应较为充足，库存高企。

但业内人士对硅片价格持乐观

态度。陈家辉表示，2023 年一季度，

随着光伏产业链价格逐步企稳，国内

和海外光伏项目也将动工建设，前期

积压的硅片库存也将基本消化殆尽，

因此预计硅片价格短期内下降幅度或

将收窄。

下游装机规模有望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硅片价格下滑，带

动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的价格下降，将会

刺激下游装机规模的增长。

在祁海珅看来，硅片价格的下跌，

对电池片环节和组件环节是有利的，还

有玻璃背板等辅料环节，以及下游电

线、电缆、支架、逆变器、变压器等环节

也都是受益的。

祁海珅说：“之前，光伏产业链上游

的硅料硅片对下游环节利润的挤压很

明显，使组件的价格为 2元/瓦，这个价

格对应的下游电站装机很难有好的投

资收益。而现在硅片价格的下跌，带来

电池片、组件等下游环节的价格下降，

为下游电站的装机带来利好。当组件

的价格低到1.7元/瓦左右，能够刺激下

游电站装机的规模增长和企业投资热

情，也会带动光伏行业规模化效益的显

现。”

同时，祁海珅表示：“下游光伏电站

的装机规模扩大，反过来带动上中游产

品的销量上升，包括硅料硅片、电池片、

组件、逆变器、支架、线缆、变压器等。

总的来说，这对整个光伏产业链的发展

都是有利的。”

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也表示，此

轮硅片价格降价，或将推动光伏产业链

各环节进行价值重构。“2022年前三季

度，上游硅料硅片环节赚得盆满钵满，

行业一半以上的利润被硅料硅片环节

拿走，这对光伏行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

不利。而此轮硅料硅片价格下跌对于

下游组件和电站环节来说属于利好，有

利于刺激下游装机需求快速增加，推动

行业健康发展。”

根据中信证券等有关机构预计，随

着 2023年起硅料硅片等环节新产能释

放、价格回归合理，光伏电站装机或迎

复苏，装机比例也有望回升。预计2023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到1.4亿

千瓦。

硅片价格下跌 下游装机春光灿烂

“智能汽车是汽车产业的变革性技术，

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激烈角逐，中国发展智能

汽车也已形成共识。我们的顶层规划及产

业政策日趋完善，技术研发逐渐进入商业化

创新阶段。”在近日举行的全球智能汽车产

业峰会（GIV2022）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

大学教授、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李克强的演讲直奔主题。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变革的

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就是智能汽车。此次会

议围绕“全球视角下的智能汽车发展之路”，

相关院士专家、企业代表聚焦操作系统、顶

层设计等话题展开了观点交锋。

迈过芯片这道坎是必答题

“汽车智能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协

同创新。”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

泰说，智能汽车的价值链、供应链正在加速

重构，未来汽车对传统汽车的颠覆性，使传

统零部件体系的 50%以上都面临重构。

有机构预测，到 2030年，芯片将占高端汽

车物料成本的20%以上，软件成本占整车成本

的比例，则将从目前的15%跃升至60%。

近年来，在“缺芯”倒逼下，我国汽车芯

片设计有了快速进步。不过，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坦言，

如何迈过芯片这道坎，仍然是必须要解决

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

战。”张永伟举例说，比如进口依赖、产业链

技术短板、严格的检测认证以及人才短缺等

问题。基于此，他提出应提升全产业链技

术，建立汽车芯片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加快

国产芯片“上车”应用，加大政策支持等。

打造国产主流CPU架构

有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

人马斯克将推出汽车芯片，使汽车成为“四

个轮子上的移动巨型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CPU）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CPU架构也是芯片产业链的龙头，其不仅决

定了 CPU 本身的性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引

领整个芯片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

“这几年国产 CPU 发展得很快，现在国

内市场上已有六七种 CPU 架构并存，但这

并非长久之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倪光南直言，多种

国产 CPU 架构并存，未来可能会造成资源

分散、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改进，若干年后，

我国将缺乏能在全球市场上与 X86、RAM
两 家 竞 争 的 自 主 CPU 架 构 ，从 而 在 主 流

CPU方面仍将受制于人。”在倪光南看来，面

向未来主流 CPU 市场，要聚焦开源绿色架

构，发展中国芯片产业。尤其是在智能网联

汽车等新兴领域，可通过充分发挥我国举国

体制、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共建

绿色产业生态，增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自

主控制能力。此外，还要通过加大对开源数

据的贡献，增大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

探寻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

在探讨中国智能汽车发展的具体问题

时，针对如何加强顶层设计，陈清泰坦言，要

动员多方力量，共同做好智能网联汽车的顶

层布局，例如如何按照车路协同的思路对道

路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改造，如何建立面向

智能汽车的数据监管系统，怎样打破部门分

割、形成高效协同的推进体制，都是当前非

常迫切需要推进的任务。

“未来中国要发展智能汽车，就应该从

一体化的架构体系构建和关键技术突破方

面作出积极探索。”李克强剖析，考虑到智

能网联汽车的技术特征及社会属性，我们

难以采用国际上的单车智能发展路径，需

要探索“中国方案”，要充分融合智能化和

网联化的技术路线，探索适合我国智能汽

车的发展方案。

智能网联汽车如何迈向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认为，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抢抓智

能网联汽车网联化、智能化的窗口期，加强

产业顶层战略布局，并积极践行“中国方

案”，成为全球技术趋势的引领者。

20222022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长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长
5050强强揭晓揭晓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近日，“2022德勤中国高科技

高成长50强”和“德勤中国明日之星”榜单揭晓。同期发布

的研究报告显示，50 强企业的 3 年营收增长率均值为

1656%，比 2021年略有下降，但营业收入规模明显上升，营

收过亿元企业占比达58%。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50强及明日之星125家企业中，有

114家曾获得私募股权或创投机构的投资，占比为 91.2%。

在行业分布方面，软件、硬件、生命科学和互联网位居前

四。从地域分布看，北京以38家居首，其次是深圳、上海、广

州、无锡，排名前五位城市合计占比 73%。同时，明日之星

企业的估值多集中在5亿-20亿元之间，占比53%。估值超

过 65亿元的独角兽企业有 3家，估值在 40亿-65亿元的准

独角兽企业达到7家。

研究报告还显示，中国明日之星企业，北上广深共计48
家，占比 64%；深圳增长迅速，南京、无锡、苏州等城市上榜

企业数量比2021年大幅增长。生命科学、硬件、软件在明日

之星企业中占比最高。

“这些上榜企业在过去取得优异成绩，但未来仍面临海

外市场拓展、资本市场低迷、新市场定义与培育、规模壮大

之后的高效管理等一系列挑战。”德勤中国高级副总裁杨莹

表示，企业持续创新作为系统性工作，可围绕产品服务、技

术、流程、商业模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同时，建立科

学、清晰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分配机制，确保企业有能力加

速和放大创新，形成系统性创新机制，可有效提升创新效

能。

“本届评选德勤高科技高成长项目的主题是‘筑基求

本 科创未来’，旨在强调科创企业在研发方面更加深入。”

德勤高成长项目全国主管合伙人赵锦东说，德勤中国高科

技高成长评选项目已走过17个年头，见证了中国科技企业

在很多领域实现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

据悉，德勤高科技高成长评选项目 1995年创办于美国

硅谷，2005年进入中国，每年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被

誉为“全球高成长企业的标杆”。该评选项目旨在积极发掘

中国高速成长、成绩优异、创新独特、增长蓬勃且韧性十足，

可持续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历年榜单中涌现出许多行业翘

楚，如腾讯、百度、京东、药明康德、字节跳动等，该榜单也被

誉为“伟大科技企业的摇篮”。

近期，中铁隧道局上海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11标项

目施工现场一派忙碌，工程技术人员运用多种自主研发

的智能设备开展施工。据悉，上海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

于2019年6月开工，项目建成后，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综

合交通枢纽间通行时间可控制在 40分钟之内。图为在

项目施工现场，技术人员使用平板电脑操作中隔墙拼装

机器人施工作业。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汽车产业变革下半场，智能汽车如何开新局

近日，2023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举行。数百家中国企业前来参展，展示了在屏幕显示、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

的诸多创新技术和产品，彰显“中国智造”的创新实力。图为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深圳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无人机。 新华社发 曾慧/摄

行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