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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晶 /文

风电设备企业“腹背受敌”

本报记者 王静宇 /文
拿着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

专业委员会公布的《2010中国风电装
机容量统计报告》，浙江一家风电企
业负责人王伟（化名）有点不安。

这份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风电
设备出口总量只有 13 台，总共合计
15.55兆瓦，连整体出口计划的 0.5%
都不到。“真是少得可怜。”王伟说。

王伟告诉本报记者，国内风电企
业在高调宣布进军海外市场、花钱频
繁参加国外风电展会、全球布局办事
处、积极寻求海外合作生产的情况
下，“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说都拿不
出手。”

一度在产能过剩、并网困难、审批
严格的泥沼中“步履蹒跚”的中国风电
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整
风潮”，而且出海之旅也并不顺利。

海外“通行证”一纸难求

同样功率的风机，国外产品要比中
国产品多发 10豫到 20豫的电。不同于
其他产品，风电设备需要 2到 3年的安
全运行记录作为市场的培育期，考虑到
我国厂商在国际上最受诟病的就是机
组的质量问题，所以即使走出去了，也
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占据一席之地。

美国正在进行的针对中国风机
补贴的“301 调查”，无疑让中国风电
企业心里绷了一根紧弦。

针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
起诉书提出的“中国政府补贴企业导
致中国新能源产品价格低廉”的问题，
中国机电协商会副会长姚文萍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启动补
贴政策，没有哪一家企业得到资助。”
“美国人以侵犯知识产权起诉我

国企业，并非我们真的侵犯了知识产
权，这只是一种市场策略，因为在法
院未作出审判之前，我国产品将不得
在美国销售，一拖就是几年，从而达
到阻止国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目
的，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身正不怕
影子歪的俗语，在这里不适用了。”姚
文萍说。
记者在调查了国内多家知名风

电企业专利注册的情况后，发现该问
题还是不容忽视。

华锐风电技术总监陈党慧说：
“华锐在海外注册专利的工作正在进
行中，但目前还未有实质性的注册。”

金风科技公共事务部总监姚雨
表示：“金风科技收购了德国 VENSYS
后，自动拥有了该公司在德国的专
利，但是其他专利还未在国外注册。”
国电联合动力相关负责人也证

实：“联合动力目前仍未在海外注册
任何专利，具体开始注册的时间也无
法确定。”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别国提起国
际诉讼，我国风电企业将很难组织反
击。
然而，据《中国风电专利综述

2010》统计，我国风电专利申请范围
较狭窄，主要集中于 IPC 技术中的
“F”类别，而国外企业在我国注册的
专利中涉及 IPC技术的 A到 H类，其
深度和广度远超我国企业。
按照经济学者郎咸平的观点，

“注册专利就像布地雷阵，多一个地
雷就多一道阻碍，国外企业要想起诉
我们，只要碰到一个地雷就可以了，
不一定非要是高精尖的核心技术。美
国的 337调查专门针对专利侵权，比
反倾销调查更厉害。国内企业一旦在
国外注册了专利，就有了反诉讼的权
利，国外公司需要考虑考虑两败俱伤
的后果。”
“国内企业一般不太注意法律环

境，因为在国内做企业，人事关系很重
要，总爱强调‘有没有人’，‘关系硬不
硬’、‘后台强不强’之类的，可是进军海
外，人家就不管你那么多了。”王伟说。
“首先要提升自身素质，熟悉国

际规则和法律环境，不仅仅是产品、
技术的升级，有人以为收购了国外公
司就等于进军海外，实际上远不止那
么简单。”姚文萍说。
除了注册专利外，产品性价比依然

是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风
电制造企业海外角逐的“制胜法宝”。
“同样功率的风机，国外产品要

比中国产品多发 10豫到 20豫的电。不
同于其他产品，风电设备需要 2到 3
年的安全运行记录作为市场的培育
期，考虑到我国厂商在国际上最受诟
病的就是机组的质量问题，所以即使
走出去了，也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占据
一席之地。”王伟说。

吃不透国际市场规则

美腾能源集团中国区执行董事、
总经理詹益明表示：“中国的风电产品
出口非常难，除了国外买家还没有充
分信赖我国的风机外，很重要的原因

是国际市场规则与国内千差万别。”

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风机企业
而言，获得国外相关机构对风机产品
的认证或许将是企业在海外立足的
“身份证”，是立身之命的“护身符”。

温州一家风电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最大的障
碍将是证明设备可靠性和维护承诺，
以使中国风电设备在市场上与通用、
维斯塔斯和西门子等巨头的产品之
间具有竞争力。
“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出口，可就

是得不到人家的认可，尽管我们把设
备质量和售后服务以及维护承诺说
的很好，但外国人就是不认，关键在
于没有专业权威鉴定机构给予我们
证明。”上述这位负责人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对本报记者
说：“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质量，
符合当地的风况和需求，质量控制能
力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
的关键。”
“国外不看你的牌子，也不看你

的销售情况。特别是在欧洲以及北美
地区，获得相关的国际认证，对于国

内风机及零部件制造商获得国外买
家以及投资方的信任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施鹏飞说。

王伟戏称，国内风电企业出海是
“农民工进城”。

“咱们傻乎乎的走出去，也不知
道人家真正需要什么，咱们到底从何
下手，连国外当地最低的生产标准我
们都达不到，谈何生产？谈何发展？”
王伟说。

UPC 亚洲风力管理公司中国区
总裁郭峥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的企
业对国外市场的游戏规则很不熟悉。
不用说什么法律、税收、程序等，就连
最基本的谈判都还没有掌握。”
“有时外国银行让国内企业准备

的材料或开具的证明，完全可以通过
简单的‘不’加以回绝，外商只是试探
性的询问，我国企业不知情，以为真
要提供，从而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
钱。”郭峥说。

美腾能源集团中国区执行董事、
总经理詹益明表示：“中国的风电产品
出口非常难，除了国外买家还没有充
分信赖我国的风机外，很重要的原因
是国际市场规则与国内千差万别。”
“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州政府

的优惠政策和法律条款，其中会有很
大差别；另外，美国不像中国那样，有
个政府归口管理部门可以协调各方
关系，涉及风电开发的部门和公司得
一个一个去谈，千头万绪，等你把情
况都了解清楚了，政策又变了。中国
企业到海外很容易无所适从。”詹益
明说。
“我们需要一个机构，列出国外

合作方的清单和具体合作流程，就像
谈对象一样，有个牵线搭桥的，帮着
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和理想合作伙
伴的条件。目前我国风电企业出海就
缺少这么一个‘月下老人’。”詹益明
告诉记者。

王伟无奈地说，国外风电市场机
遇已经摆在那里了，能不能抓住是另
外一回事。“学费”肯定要交，从企业
到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学费”
怎么才能少交。

王伟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有专业
的咨询公司，专门提供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风资源情况、风电优惠政策、潜
在合作伙伴名称、项目名单、法律咨
询、金融服务、风电场开发流程、涉及
风电开发的所有管理单位等内容，并
根据市场情况实时更新，给国内风电
企业量身定做海外业务方案，则企业
在海外的拓展会少交很多学费。
“这样的海外风电咨询公司可以

从现有的风电企业中孕育而生，再以
子公司的形式独立出来，创造新的盈
利增长点。国内风电企业虽然大张旗
鼓地要拓展海外市场，其实投入却远
远小于宣传，多数只是试探性的，做
全球化公司的决心尚未建立。”王伟
说。

新风电标准山雨欲来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马学禄表
示：“工信部的风电设备准入标准是
比较高的，从目前我国的风电整机

发展现状来看，能够达到上述标准
的整机制造厂商不超过 10家。”
《风电设备制造行业准入标准

(征求意见稿)》(下称《风电标准》)已
于 2010 年 3 月由工信部对外发布，
经过一年多的修订及征召意见，今
年将会正式出炉。
该文件在能源、土地、自我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规范，将进一步压缩
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目前，国内排位前 10名的风电

设备企业，产能占了整个国内市场
的 80%，前 15 名占到了市场的
95%，剩下的 5%好几十家分，它们能
赚到多少钱呢？”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协会风能设备分会副秘书长沈德昌
表示，在未来三五年内，可能会有
80%以上的风电设备企业通过重组、
兼并等途径而消失。
《风电标准》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内容：新建风电机组生产企业必须
具备生产单机容量 2.5兆瓦及以上、
年产量 100 万千瓦以上所必需的生
产条件和全部生产配套设施；企业
进行改扩建应具备累计不少于 50万
千瓦的装机业绩；新建风电机组生
产企业应具备 5 年以上大型机电行
业的行业经历。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马学禄表

示：“工信部的风电设备准入标准是
比较高的，从目前我国的风电整机
发展现状来看，能够达到上述标准
的整机制造厂商不超过 10家。”
“新上马的企业特别是风电整机

生产企业的审批，已经变得很困难
了。2.5兆瓦以下的风机已经不太受
产业政策的扶持，信贷可能还要面
临约束。”国内一家风电企业高管表
示。
“其实这就要求新进入者一旦入

局，就要有配套的科技研发，摆脱国
内的技术空心化现状。”上述企业高
管表示。

这也折射出风电行业风光背后
隐藏的问题：投资过热、重复引进落
后技术、关键设备依赖进口、核心技
术未能得到有效攻关等。

面对如此严峻的“整风潮”，如何
敲开“审批大门”成为摆在各家企业
面前的难题。
“风电企业需要熟悉审批程序与

流程，避免因为资料准备不完整或
需要补充程序而影响评审进度，同
时尽可能提前提出接入系统设计评
审的申请，以便国家电网公司安排
评审计划。”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技
术中心主任汪宁渤提醒道。
拥有全国风电资源 50%、并欲

打造中国“风电三峡”的内蒙古自治
区以及号称“风电之都”的甘肃省，
目前都面临着入网容量已经饱和、
电量送出愈加困难等问题。“进入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暂停风
电项目审批。”内蒙古一家企业负责
人表示。
“我们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说处在‘水深火热中’一点不假，实
在不行，我们只能转向。”王伟甚至
在为自己思考“后路”。

互联网泡沫重来？
“现在中国的概念股的火热很像 1999

年泡沫时期的情况。区别是，那时候是资本

市场对于美国公司的泡沫，这次是美国资

本市场对于中国概念股的泡沫，这必须要

引起警惕。”张朝阳提醒说。

5月 4日，人人网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拟发行价区间的
最高发行价 14美元发行，筹集总金额超过 7亿美元，股价在
IPO首日一度飙升 50%。不过，第二天纽交所 IPO的主角便换
成了另一家中国企业网秦。

接下来，来自中国网络企业的美股故事，还将在这个“红 5
月”继续上演：11日是世纪佳缘，12日是凤凰网，淘米网、迅雷、
土豆网等也被传都将在本月完成赴美上市。

在“形势一片大好”中，有人开始预警新一轮互联网泡沫即
将出现。

业内人士：泡沫明年底破灭

搜狐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是较早发出“泡沫
论”的业内人士。
“现在中国的概念股的火热很像 1999年泡沫时期的情况。

区别是，那时候是资本市场对于美国公司的泡沫，这次是美国
资本市场对于中国概念股的泡沫，这必须要引起警惕。”张朝阳
提醒说。

优酷网 5月 6日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 2011年第一季
度总收入为人民币 1.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3%，但仍然
亏损，净亏损为 4690万元人民币。而优酷 CEO古永锵表示，为
了拉大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该公司还将加大投入。

资深互联网人士刘兴亮 5月 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可以说，现在互联网泡沫的前兆已经很明显了，明年底出现泡
沫破灭的可能性很大。”

刘兴亮分析，这轮泡沫的出现有几个主要特点：市值被夸
大得太厉害，360上市时出现了 360倍的市盈率；亏损企业上
市也火爆，例如至今尚未实现盈利的优酷，从去年 12月份 IPO
以来股价已经翻了两倍；未上市的企业估值超过了上市企业，
如 PPTV的融资额超过酷六的上市融资额。

现在互联网公司的市盈率，已经接近了十年前高科技公司
上市时 30倍的市盈率水平。京东商城在 2011年 4月的 C轮融
资中，获得了 DST、老虎基金等 6家基金一次性 15亿美元的投
资，使得京东商城在公开上市前的估值就超过了 100亿美元。
“要知道，当当网上市才融资 3亿多美元。”刘兴亮说。
“此外，热门 IPO占据了各大媒体甚至是非 IT类媒体的头

条，风投和互联网从业人士写微博、做电视节目异常活跃，整个
世界经济整体存在不稳定性甚至是恶化的趋势，这都是互联网
泡沫即将出现的一些前兆。”刘兴亮说。

对新一轮互联网泡沫即将破灭的预期，我乐网副总裁李浩
的判断与刘兴亮相仿。
“投资互联网的 VC、PE无疑都是在豪赌，他们希望美国股

市上的投资人接‘最后一棒’，但美国股民的耐心大约也只有一
到两年。如果到时候那些靠概念‘画饼’的公司财报仍然无法令
人满意，那么这个泡沫必将破裂，梦想很容易被击碎。”李浩表
示。

那些正在筹划上市的创业者们，对于“互联网泡沫 2.0”心
态复杂。

京东商城 CEO刘强东说：“最近认为互联网第二轮泡沫来
临的声音逐渐增强，我个人倒是认为最多局部泡沫，和第一次
互联网泡沫破灭前比，这轮互联网公司市值大涨的基础不仅仅
存在清晰的盈利模式，更是因为互联网已经彻底渗透到了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其价值根基也更牢靠。”

尽管感到“现在中国概念股中随便一个公司都能在美国上
市而且获得很高的市值”，但是，张朝阳仍希望旗下分拆出来的
搜狗和搜狐视频“能冲就冲”，都赶上这拨热潮。

模式困局：互动百科 6年无盈利
困扰大部分互联网企业的盈利难问题，是使得“泡沫论”不

断升温的根本原因。
5月 3日，罗仕证券针对中国风头正劲的微博和社交网站

发布研究报告称，尽管这两大领域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产业最热
门的板块，但相关中国企业缺少可以支撑营收的盈利模式，很
难将独立访问量、页面访问量、月度活跃用户等不停增长的数
据，变成持续可靠的现金流。

除了社交网站和微博，没有摸准盈利模式的还有百科网
站。

互动百科分别于 2008年、2009年获 DCM两轮投资，2009
年融资公开数字是 3000万美元。不过直到今天，这家开办已经
6年的网站仍然没有看见利润。

刘兴亮分析称，互动百科的盈利困境缘于产品体系过于单
一，没有好的盈利项目支撑起百科项目投入成本，有点孤注一
掷的意味。

互动百科为了破解盈利困局，决定向更纯粹的网络广告商
模式转型。近日，互动百科正式宣布旗下商业化战略平台小百
科投入使用。
“门户网站广告费用高，企业品牌难以在用户心目中留下

深远印象。中国独特环境下，搜索引擎广告自身的致命缺陷让
企业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陷入两难境地。”互动百科 CEO潘
海东告诉本报记者，“小百科希望提供一个精准度高、投入更
巧、产出更多，满足企业按需推广的营销平台。”

截至 5月 8日 17时，小百科的站点达到 2398个，文章达
到 107046篇。不过，记者在小百科网站查阅排名靠前的多个站
点，发现有广告投放的站点并不多，且多为民营医院、搬家公
司、机票预订之类的中小企业广告。

一位互联网业内人士分析，互动百科这样的维基网站，本身
就很难在保持知识客观性与广告主诉求之间实现平衡，全球百
科鼻祖维基百科就宣布为公益网站，不接受广告投放。互动百科
从搜索引擎获得的流量很少，并已与百度交恶，这是其致命伤。
“单独开辟出小百科网站，实现商业广告与原网站内容的

隔离，是互动百科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上述人士说，“不过，小
百科能不能像百度一样吸引到众多中小企业客户竞相追逐，还
有待市场检验，其中关键是广告转化率。”

艾瑞咨询研究院院长曹军波认为，互联网步入到 2011年，
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型，就是 PC专网时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
时代，无论是从网民数量的增长，还有网民行为的分配，都有一
定的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蕴含着非常巨大的机会，谁能够在

互联网转型的时代，去创造性地解决网民对信息的获得、交流
和产生的，谁就等于孕育着另一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企业的诞
生。”曹军波称。

在刘兴亮眼中，从实现盈利来讲，目前最“靠谱”的互联网
模式是电子商务，其次是社交类网站、微博，而百科类网站的盈
利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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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纷纷上马的风电设备企业，目前市场仍局限于国内，拓展海外市场
的计划遭遇了很大挫折。 宋卫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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