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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文
本报记者 王敏/文
光伏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进程

并不顺利。
“目前，公司已接到了 1.6亿元人

民币的订单。”南京华伯仪器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伯）董事兼首席
执行官李伯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对于华伯、正泰集团、浙江精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试水光伏装备
制造国产化的企业而言，从跨国巨头
那里抢得一席之地绝非易事。

让光伏装备制造业内人士感到
尴尬的是 ,虽然国产设备生产出来了 ,
但很多客户却不敢使用。其根源在于,
用中国设备生产的产品不容易赢得
外国客户的认可。

难以摆脱设备工艺
长期脱节顽症

“截至 2010年年底, 风力发电累
计装机已达到 4000多万千瓦,光伏累
计装机才 80多万千瓦。风机设备的
国产化程度远远高于光伏设备, 因为
风机制造业的市场几乎全在中国。没
有市场的拉动,装备制造业没法发展。
只有自己使用了, 别人才敢用我们的
设备。”孟宪淦表示。

虽然部分大型企业已经发展成
为光伏装备业的中流砥柱, 但同时也
遇到一些发展瓶颈: 核心技术掌握程
度不足导致技术进步缓慢, 质量无法
得到保障。
“技术研发是以大量的资金为支

撑,大型设备的研发资金投入比较高,
通常来讲,研发一台设备,投入基本上
是这台设备的 3倍。不但需要资金雄
厚,而且资金的回报周期也比较长。”
一位组件企业负责人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

孟宪淦说：“从发展历史看, 我国光伏
产业的发展路径不是设备做好以后
再搞产业,而是买到设备后搞制造,并
且产品 95%以上出口。”
起步晚，起点低，导致国产光伏

装备制造业“先天不足”，一直面临市
场、材料和核心设备“三头在外”的困
局。

2004年,德国对可再生能源法进
行修改, 保证了对光伏应用的新一轮
补贴,“百万屋顶计划”进展顺利。光伏
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德国, 向全世界采
购电池组件, 中国的组件企业正是抓
住了这个机会, 大量购买国外设备后
投入生产。
“涉足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业，

是我多年考虑酝酿的结果。”李伯平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坦言，“我们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一领域长期由国
外垄断的局面。”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孙建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前几年，国内光伏生产企
业的核心设备一直依赖进口，进口设
备价格高昂、交货周期长、工艺调试
繁杂，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牵绊了
国内光伏企业扩大产能的步伐，为光
伏企业所诟病。”
“装备制造特别是太阳能光伏装

备制造，不仅仅是简单的设备制造，
还要涉及更重要的工艺技术研究。”
孙建江告诉记者，“现在的光伏制造
产业，装备制造商在提供设备的同
时，一定要提供工艺技术，包括如何
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整个工艺制造技
术都需要由设备制造商提供。”
“就光伏设备来说，中国与国外

产品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艺方面，制
造是硬件，而工艺是软件。”面临国外
在这方面起步早、投入大的局面，华
伯将目光瞄准了设备和工艺的同步
设计。
“华伯意识到，光伏设备企业要

想发展好，必须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进行紧密结合。为此，华伯必须彻底
打破以往设备和工艺脱节的发展模
式，直接同步工艺技术的发展。”李伯
平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而在孟宪淦看来, 如果国内光伏
市场发展, 国内组件企业遇到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
“截至 2010年年底, 风力发电累

计装机已达到 4000多万千瓦,光伏累
计装机才 80多万千瓦。风机设备的
国产化程度远远高于光伏设备, 因为
风机制造业的市场几乎全在中国。没
有市场的拉动,装备制造业没法发展。
只有自己使用了, 别人才敢用我们的
设备。”孟宪淦表示。

呼吁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国家如果能建立长期稳定的专
项支持资金，通过联合攻关解决影响
行业发展的技术装备难题，引导并支
持加快建设国产化装备开发基地、建
立多层次的开发专项基金和支持国
产装备的示范应用，必将更大范围推
进光伏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李伯平
对国家的政策支持抱有很大的希望。

太阳能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可用
的最大能量来源，它提供了其他可再
生能源不能提供的好处。

2010年四季度全球光伏制造设备
支出（包括晶硅电池从铸锭到组件和
薄膜电池面板制造设备支出）高达 29
亿美元，连续第六个季度增长，而同期
的光伏行业产能也有两位数的季度增
长。亚洲电池制造商的设备需求将在
2011年继续推动设备营收的增长，So原
larbuzz 预计 2011 年全年将达到 117
亿美元，超过 2010年的 107亿美元。

而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
光伏产品制造成本的快速下降。这大
大推动了全球光伏应用的发展。随着
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电池转换效率的
提高以及光伏发电在全球的推广应
用力度逐步增强，光伏产品的价格呈
现快速下滑趋势。

据统计，1978年，太阳能光伏组
件的价格为 78美元/瓦，发展到 2011
年，已下降到 1.6美元/瓦以下。全球
范围内，光伏产业持续向低成本地区
转移。

中国企业在推动光伏制造产业
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原辅
材料和光伏设备的国有化程度不断
提高。“中国制造”的光伏产品，不仅
代表了低成本和高质量，还代表了技
术进步和创新。

现阶段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也
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被誉为“中国
光伏之父”的国内专家杨怀进最早
是做半导体行业的，早年转到光伏
行业。

6月上旬，他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太
阳能装备制造行业国内还没有正儿
八经的企业，有的只是对国外设备
的简单拷贝。这就好比电视制造业

中引进了几条显像管生产线，并不
掌握等离子、液晶技术一样，还处
于低端。”
“研发这块，国外很强，但生产

不强。而研发又离不开生产，做得
好的应该是边生产边研发，中国提
供了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的资源条
件，所以，他们找中国。”杨怀进说。

杨怀进分析，目前，光伏行业
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全球光伏
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企业已成为
全球产品成本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其
次，光伏行业对装备的依赖度非常
高，中国的设备国产化将对中国在硅
片、电池、组件的成本控制上起到很
大的作用；再次，全球加速降低光伏
的补贴政策，光伏行业如何迅速减低
成本，摆脱对政府补贴政策的依赖，
使这一清洁能源迅速市场化已成为行
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最后，由于
光伏行业根本的供需关系取决于成
本，成本的大幅下降必将带来市场的
成倍扩大，未来预计还会出现供不应
求的局面。
“我们认为，设备的国产化并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将大幅减低生产的
单位成本，带动需求的迅速上升。”李
伯平告诉记者，“部分供应不足的设
备在未来将成为投资热点，若干强有
力竞争对手的加入将改变未来光伏市
场的竞争格局，新的颠覆性的技术可
能会改变产业发展进程和竞争格局。”
“国家如果能建立长期稳定的

专项支持资金，通过联合攻关解决
影响行业发展的技术装备难题，引
导并支持加快建设国产化装备开发
基地、建立多层次的开发专项基金
和支持国产装备的示范应用，必将
更大范围推进光伏生产装备的国产
化。”李伯平对国家的政策支持抱有
很大的希望。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近日在 2011年“国际管
理咨询师日”上表示，管理咨询业具备高成长、高附加值、广阔
市场空间和政府政策支持等特点，不但是智力服务业，而且还
具有不占用和不消耗自然资源、无污染、低能耗等特点，具备
作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条件。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管理咨询业发展态
势良好，许多管理咨询公司咨询项目应接不暇，国内一些管理
咨询公司和国内多家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展开了合作。

有咨询机构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国管理咨询业
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中国管理咨询业应借互联网
技术发展、企业转型升级、资本市场发展、政府转变职能的大
势，寻求突破。

新契机：打造中国咨询业航母

国内管理咨询行业“小而散”的现状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也给了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可乘之机”。

近期，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我国
管理咨询业发展趋势研究及相关政策建议》课题的研究显示，
目前国内管理咨询机构有 11000多家，但多数咨询机构平均
年收入在 300万元以下，年收入超过 5000万元的咨询机构很
少。而且管理咨询专业人员数量为 5至 10人的小型咨询公司
占全部咨询公司数量的 80%。

有专家表示，管理咨询业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绿色
经济产业，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要重点发展的第三产业。

数据显示，目前中小企业户数占全部企业总数的 99%，在
全国工业产值中占 60%，提供了大约 75%的就业机会。其中
大部分企业从事的是处于产业链环节利润最低的加工、组装
以及传统制造产业。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
料价格上涨、货币政策逐步紧缩，那些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
型的中小企业生产模式遇到了发展瓶颈。而这些企业转型催
生出了巨大的管理咨询市场。

李建明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新背景下，管理
咨询与产业资本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通过政府和行业协
会组织的推动，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实现咨询产业内部的交
流与合作，并让具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公司通过兼并、收购及重
组等资本手段，迅速壮大，形成较大经济规模的咨询公司，培养
中国的“麦肯锡”、“罗兰·贝格”，打造中国管理咨询业的航母。

李建明表示，管理咨询机构在帮助企业系统解决发展战
略、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组织流程、市场营销等问题的基础
上，从并购重组、上市方案设计、募股资金投向、上市后的投资
者关系和市值管理等资本运作的层面助推企业加速成长。与
企业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千丝万缕关系，形成咨询、资
本和企业三者互动共生的和谐生态机制。

突破点：搭建政府统一采购平台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转
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责。

有专家表示，目前，政府关于管理咨询业的支持性政策很
少，但伴随政府购买管理咨询需求的日益增加，管理咨询作用
将日益凸显，管理咨询在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推动城乡统筹和
城市区域化建设等方面的角色地位必将强化。

事实上，在欧美等国家，政府为管理咨询行业提供了不少
政策和税收方面的支持。

李建明建议，应该制定鼓励中小企业购买管理咨询的政策，
比如允许中小企业在税前列支管理咨询费用，允许中小企业在
计征所得税时根据企业营业规模部分抵扣管理咨询费用。此外，
还可以提供适度财政补贴，降低中小企业采购管理咨询的成本。

他进一步表示，建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管理咨询行
业协会，建立具备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资质的咨询
机构名单，鼓励名单内有资质的管理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提
供管理咨询服务，并监督咨询服务过程，对咨询效果显著的咨
询项目，由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咨询服务费用。

此外，对于那些具有公共性质的管理咨询技术，如咨询分
析软件、咨询模型等，在缺乏公共研发基金支持或研发基金不
足时，可以采取政府统一采购的方式，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委托
有关咨询机构完成。

中国管理咨询业
亟待“合纵连横”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认为，

在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新背景下，管

理咨询与产业资本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要通过政府和行业协会组织的推动，采取

“合纵连横”的方式，形成较大经济规模的咨

询公司，打造中国管理咨询业的航母。

光伏装备国产化步履艰难
让光伏装备制造业内人士感到尴尬的是,虽然国产设备生产出来了,但很多客户却不

敢使用。其根源在于,用中国设备生产的产品不容易赢得外国客户的认可。

要实现光伏产业的大发展，必须要解决光伏装备制造的国产化问题，否则仍将面临市场、材料、核心装备“三头在外”的困局。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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