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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几家多晶硅企业联合向本报

记者反映，2009年 9月底，国务院发布《国务
院转发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

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38号文”），多晶硅产业发展
受到政策掣肘，据测算，该产业遭受的市场损

失在 1000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 陈昌成 /文

本报记者 王静宇 /文
“自‘38 号文’出台以来，针

对多晶硅所出台的限制措施形成了
连锁反应。”5 月 31 日，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吴达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该文一出，国内的银行和审

批机构，对多晶硅项目都是风声鹤
唳，草木皆兵。新上项目基本叫
停；未报批的均不再报批；已批准
未投资的，也不再投资；已投资未
投产的，也不敢再投产。” 6 月 1
日，一家从事多晶硅生产的企业负
责人张扬 （化名） 告诉本报记者。
“据粗略估算，仅 2011 年一年

时间，中国企业因为‘ 38 号文’
将减少产值 650 亿元，损失利润
400 亿元，而白白送给国外厂商的
利润则将超过 40 亿美元。”张扬
说。
“假如今年仍然没有新的项目

审批下来，那么国内未来两年多晶
硅的供应缺口将超过 60%。”6 月 1
日，河南一家多晶硅企业高管指
出。

他认为，政府应当对企业在光
伏以及多晶硅技术研发方面给予支
持，不仅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还
要提供宽松的环境，允许新技术的
开发和试验，“允许犯错”。
“只有这样，才会有一批企业

在已经做大的基础上脱颖而出，成
为技术领先的公司。这才是我国企
业能够拥有可持续竞争力的法宝，
使得国外各大竞争对手对中国企业
心存畏惧。”他说。

国际厂商抢走中国市场

“中国多晶硅企业和投资者望
着大好的市场，守着空置的厂房和
未开箱的设备欲哭无泪，而国外多
晶硅列强则赚得盆满钵满。”张扬
说。

张扬向本报记者爆料称，就在
“38 号文”公布不久，国外多晶硅
制造商突然加大对中国市场的销售
力度，包括直销、设立分销网络
等，营销手段层出不穷，且“战绩
不俗”。

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 年中国
进口多晶硅达到 2.1 万吨，占国内
总需求的 55%；而进入 2010 年，
进口多晶硅数量更是猛增，各月同
比基本都增长 100%以上。截至
2010 年 10 月，我国海关报关进口
的多晶硅数量已经超过 3 万吨，预
计全年进口量将超过 4 万吨。多晶
硅价格也由每公斤 55 美元跃升至
95美元。
“中国多晶硅企业和投资者望

着大好的市场，守着空置的厂房和
未开箱的设备欲哭无泪，而国外多
晶硅列强则赚得盆满钵满。”张扬
说。

张扬给本报记者列出了详细的
数据 （参见表格）。

2009 年，按照每公斤多晶硅平
均进口价格 55 美元计算，国外厂
商的成本按照 35 美元计算，国际
厂商从中国就赚到了 4.2 亿美元的
纯利润。

而中国企业的多晶硅成本按照
每吨 35 万元计算，人民币销售价
格为 50 万元，则国内厂商损失了
31.5 亿元的利润，国内多晶硅损失
产值 105 亿元。
“为此，各地政府损失了所得

税 7.8 亿元，增值税约 17.8 亿元；
尽管进口环节增收了约 13.8 亿元
关税和增值税，但依然给国家带来
净税收损失近 4 亿元人民币。”张
扬说。

然而，数据表中 2010 年的情
形看上去更加严重。

按照平均进口价格 70 美元计
算 （实际市场价格已经达到 95 美
元），国外厂商成本按照 30 美元计

算，国外厂商从中国赚到了 16 亿
美元的利润。
张扬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多晶

硅企业的成本按照 300 元人民币每
公斤计算 （最低的已经达到了 23
美元每公斤），销售价格按照 650
元每公斤计算 （最高价格达到 800
元每公斤），国内厂商损失利润
140 亿元，国内减少产值 260亿元；
考虑海关增收的 33.6 亿元增值税，
国内税收净损失 45.6 亿元。
国内企业失升级良机

“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地按照
‘38 号文’的要求，就会和其他大
多数厂家一样，因为受到规模限
制，不仅多晶硅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能耗污染问题也很难得到解
决。”王川说。

另一位从事多晶硅生产的国内
企业负责人王川 （化名）也向本报
记者爆料称：“由于‘ 38 号文’
对国内多晶硅进行打压，因此，国
内厂商失去了许多以规模换成本的
机会。”
“从现有国内西门子法工厂的

情况看，凡是已经上了规模的厂
家，成本都大幅降低，能耗也大幅
下降，污染问题也基本解决。”王
川称。
王川说：“以江苏中能为例，

该公司到 2010 年 9 月的成本已经
降到 24 美元，也就是直接成本为
160 元每公斤，考虑折旧和利息，
成本也已经不到 220 元每公斤；按
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多晶硅在 350
元每公斤的价格，就属于正常的市
场价格。”
“但是，江苏中能的成功，是

由于其敢打擦边球，顶着‘38 号
文’的压力，他们悄悄地把原来的
每年 13500 吨的生产线，成功地
‘升级’到每年 20000 吨，从而一
跃超越日本企业成为亚洲最大的多
晶硅制造商，而且也比较成功地解
决了污染的问题。”王川称。
“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地按照

‘38 号文’的要求，就会和其他大
多数厂家一样，因为受到规模限
制，不仅多晶硅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能耗污染问题也很难得到解
决。”王川说。
紧接着，王川向记者道出了更

为内幕的实情。
2010 年，多晶硅的市场价格从

40 万元每吨上升到 70 万元每吨
（现货价格达到 80 万元每吨）；按
照每瓦 8 克多晶硅计算，光伏组件
仅多晶硅环节成本就上升了 2.4 元
人民币/千瓦时，对应到光伏发电
的上网电价上，意味着每度电成本
增加了 0.12 元。按照我国政府在

“十二五”规划补贴 5GW、时间 25
年计算，仅多晶硅的成本上升一
项，就需要政府多补贴 225 亿元。
然而，据记者了解，出于对我

国新能源产业、尤其是光伏产业
领先优势的恐惧，也由于其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大，贸易保护
势力的抬头，从转嫁其国内经济
矛盾的角度出发，欧美各国连续
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打压中
国的光伏产业。

王川称，继试图提高关税的企
图失败后，德国祭出了设置光伏产
品进口的转换效率下限的技术壁
垒，欧盟企图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
查，美国借道钢铁工人联合会要求
对中国启动“301 法案”调查，日
本则对光伏所需的石墨和碳纤维等
产品限制对中国出口等等。

业内人士呼吁放行暂停项目

一位接近于工信部的人士告诉
记者，随着 《多晶硅行业准入条
件》 的发布，令数个停滞的多晶硅
项目重现曙光。“‘38 号文’在年
内可能解禁，但是具体时间尚不清
楚。”上述这位人士说。

2011 年 3 月中旬的时候，国内
最大多晶硅厂商保利协鑫董事会主
席朱共山宣布，在硅材料业务方
面，将在现有的多晶硅及硅片产能

基础上进行扩产，预计 2011 年底
多晶硅产能达到 46000吨。
除了保利协鑫有产能扩容计划

之外，赛维 LDK、大全集团、中冶
集团等均有类似安排。
“中冶有计划拓展多晶硅产能，

计划 2011 年产能达到 1 万吨。”中
冶集团副总裁张兆龙表示，中国多
晶硅的产量并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
所以不存在产能过剩，而目前国家
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
张兆龙认为，虽然生产 1 吨多

晶硅需要耗电上万度，但是多晶硅
使用后产生的能效比较高，所以
“多晶硅不是两高产业”。

今年 1 月份工信部、发改委、
环保部三部委联合下发的《多晶硅
行业准入条件》，给多晶硅企业带
来了一线曙光。

5 月 31日，一位参与《准入条
件》 起草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规模、能耗、环保，是 《准入条
件》 为中国新建多晶硅项目划定的
“三条红线”：单线产能 3000 吨以
上，综合能耗不超过 200 千瓦时每
千克，并减少污染。
“以产能标准为例，这是一个

国际标准，目前，国内 40 多家多
晶硅企业中，仅有 1/4 达到了这
个水平。而目前已备案并准备建
设的项目，在 《准入条件》 出台
后，将有一半无法通过审批。”上
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已建成的我们不管，新上的

项目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立
项。”上述人士表示，此前，新建
多晶硅项目实行“备案制”，但在
《准入条件》 出台后，将实行“审
批制”，不符合 《标准》 的新多晶
硅项目，将无法上马。
张扬告诉本报记者，今年应该

会有数个多晶硅项目获国家发改委
核准。核准项目除需满足《多晶硅
行业准入条件》 要求外，应该会在
资质较好的企业中选择，同时在原
地新建、扩建的可能性极大。
张扬认为，国内规模小于 3000

吨的多晶硅小厂确实存在耗能高和
没有封闭循环装置等问题，但 《多
晶硅行业准入条件》 已对此做了明
确规定，加之瓦克、德山、OCI 等
国际大厂都在扩产，“国内成本高
出国际大厂 20 美元/吨左右，如果
不扩，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
一位接近于工信部的人士告诉

记者，随着 《多晶硅行业准入条
件》 的发布，令数个停滞的多晶硅
项目重现曙光。“‘38 号文’在年
内可能解禁，但是具体时间尚不清
楚。”上述这位人士说。

中国多晶硅企业痛失千亿市场
逃离还是坚守，这个选择一度让 798 艺术区的众多经营

户们纠结。这些游走于商业和艺术的前卫精英，面对不断上
涨的租金，无法以超现实的姿态让自己平静下来。

数据显示，作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示范基地和文化地
标，798 艺术区每平方米的日租金价格从最初的 0.6 元、0.8
元涨到 1.8元，再到 3.5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被拉升。

不过，佟智成最终还是选择把自己的 UNIONART 综合
艺术馆落户在 798 艺术区。这个展示面积逾 1000 平方米的
UNIONART让佟智成付出了千万级的投资，这在 798 艺术区
可以算是一个天价数字了。“租金较去年还在上涨，压力还
是相当大的。”佟智成坦承。

但是考虑到园区内浓郁的艺术氛围、鲜明的时代特色、
成熟的运作环境以及丰富的现成作品，佟智成最终还是选
择坚守。更重要的是，798 艺术区的品牌知名度让已经计划
国际化的 UNIONART 减少了不少推广阻力。
“没有 2000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保障，是玩不转的。”佟智

成告诉本报记者，“UNIONART 还在谋求更大资本的介入，小
打小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动漫业群龙无首：年产值过亿企业仅 13家
李扬，这位唐老鸭、孙悟空的配音演员，正在主演一部新

的传奇。如今，李扬的身份是中国动漫集团党委书记、副董
事长。该公司是于 2009年 11月 12日正式挂牌成立的“央
企”。

李扬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动漫集团的一个重要“使命”，
就是引领中国上万家动漫企业前行。在李扬看来，没有龙
头、没有老大的动漫市场不过就是一盘散沙。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动漫企业 1 万多家，动漫衍生产
品上万种。而动漫企业年产值在 3000 万元以上的仅有 24
家，年产值超过 1亿元的大型企业有 13家。
“我们 90豫的动漫企业小、散、弱、差。”李扬说。在李扬

看来，“小”是指规模小，“散”是指专业分散，“弱”是指研发
能力弱，“差”是指竞争能力差。

国家动漫衍生产业课题组组长高薇华表示，2010 年我
国生产的动漫影视作品高达 22万分钟，这个产量远远超过
了“动漫大国”日本。2009年日本的动漫产量仅为 10.8万分
钟。“但是一比较产值，我国动漫业立马又打回原形，成了还
在蹒跚学步的‘小弟弟’。”

高薇华指出，国外的动漫公司创作一部动漫影视作品所
取得的收益中，发行环节只占 30%，衍生产品的授权和开发
占 70%。而我国动漫企业目前至少 80%还在依靠制片、发行
环节过日子。

尽管如此，“钱景”依旧艰难。
有着 30多年玩具生意经验的杨水源透露，早年间他只

需投资几百万元，找到一家动漫公司制作几十集动画片，再
花钱从电视台购买时段播出，通过销售相关玩具就能获利
上千万元。

然而，从前年开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观众对卡通片
的质量要求也明显提升。“现在即使花费 1000 万元成本制作
出一部动画片，都未必能让观众满意。如果收视情况不好，
玩具销路就受影响，亏本在所难免。”他说。

17 年前，李扬看完迪斯尼的一次 8小时采访后“很受刺
激”：“迪斯尼 300 亿美元的产值竟然大多来自旗下卡通形
象的授权开发，根本不是依靠发行，这对我的影响是颠覆性
的。”

李扬认为，我国要发展动漫产业，首先应该成立一个旗
舰式的大企业。因为动漫产业是大投资、大产出的行业。例
如《阿凡达》策划用了 10年，制作用了 4 年；《功夫熊猫》7 年
时间耗费 7亿美元。“如此大的投入，国内还没有哪一个企
业能耗得起。”他说，中国动漫集团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
成立。

李扬透露，中国动漫集团计划打造 5部重量级的动画电
影，每部的投资额达 2亿美元。
资本催动文化创意产业进入爆发期

和艺术品、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相比，动辄上亿、上十亿
元大规模资本运营的影视产业显然到达了一个幸福时刻。

过去两年里，橙天娱乐、华谊兄弟、华策影视、保利博纳
相继登陆资本市场。

而在资本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产业市场正在加速扩
容。刚刚发布的《2011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10 年
中国的电影票房规模约达到 14.96 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排
行第五。虽然总票房成绩未进前三，但平均单片票房却仅次
于美国，在全球排名第二。

中信建设证券分析师高辉乐观地表示，三网融合、消费
升级、版权收入上升、开拓海外市场等因素将助推我国电影
产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加之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电影市场
有望在 2016 年达到美国的市场规模，“我国电影市场规模、
总票房收入、本土票房收入将分别达到 2811.24 亿元、
1670.50 亿元、668.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60%、
52%、40%”。

这也促动了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此前，腾讯对国内著名
影视娱乐公司华谊兄弟进行战略投资 , 涉及金额人民币近
4.5 亿元。
“战略投资华谊，只是双方合作的第一步。”腾讯总裁刘

炽平透露，“腾讯希望通过这次投资，与华谊建立紧密的战
略关系，双方一起对影视和新媒体的结合进行更多、更新的
尝试。”

实际上，腾讯对影视娱乐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协同效应
还有着更高的期望：在初期积累资本投资方面的经验后，腾
讯也希望逐步将旗下的全平台产品与影视娱乐创作、传播
和衍生产品发行相结合，实现真正的跨产业融合。
“3年前别人让我开影院，我坚决不碰，10 年前我甚至连

想都不想。”网尚文化总裁黎锋此前表示。如今，黎锋高调宣
布，网尚将在华东地区开设的影城视听馆直营店超过 25
家，而在全国将建设 100 家。未来 3 年，集团还将再投入约
50亿元在全国建立 1000家 iMovie影城视听馆。

实际上，网尚此前主要运营视频内容的版权分销业务，
2010年 3 月，网尚业务重心全面转型，先后成立数字电影院
线管理公司和数字文化研究院，并投入 10亿元进军上游影
视业。“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网尚文化和网尚数字院线年收
入数亿元，实现盈利，并将于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赴美
上市。”黎锋说。

不过，《2011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对高增长下潜伏
的危机也给予警示。报告明确指出，社会资本在提升产业热
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盲目投资所造成的投资泡沫。“从业者
应从技术热、营销热、明星热中走出来，坚持创意为王，为不
断上扬的中国电影大盘，培育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文化创意产业
进入大资本时代

业内人士质疑“产能过剩说”

今年 1月份发布的《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为新建多晶硅项目划定了“三条红线”：规
模、能耗和环保，2009年“38号文”叫停的部分项目可能因此会放行。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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