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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成昆 特约记者 李慧博/文
中海油或许流年不利，还未从实

现5000万吨原油产量，建成海上大庆
的喜悦中走出来，就接连发生高薪门
和渤海漏油事件，漏油事件还未处理
完毕，惠州炼厂就发生火灾。

据中海油向外披露，2011年7月11
日凌晨4时10分，中海石油炼化有限
责任公司惠州炼油分公司运行三部
400单元的重整生成油塔底泵机械密
封泄漏着火。惠州炼油公司位于惠州
市大亚湾石化区，离大亚湾核电站10
公里左右。

当日上午11时，广东省公安消防
总队、惠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大亚湾
公安消防大队总共出动83辆消防车、
472名消防官兵集结到炼油厂进行灭
火，由此可见火势不会太小。

中海油惠州炼油分公司总经理
董孝利称此次事故是火灾而不是爆
炸。按照传统技术，这类火灾发生的
几率很大，地下电缆、电线等设施也
被破坏，估计恢复原状需要一个月。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火势已经扑
灭，事故原因仍不清楚，中海油仍在
调查中。漏油已经流入南海，对南海
造成一定污染。

火灾事件后续影响深远

发生火灾当天传出巨响，十几里
外有震感。当时火光冲天，这引起当
地群众恐慌，很多人准备坐车离开大
亚湾，往惠阳、惠州方向走。这导致车
站准备离开的人排成长龙，而乘私家
车离开的人也拥堵在路上，交通几乎
陷于瘫痪状态。据媒体报道，炼油厂
附近群众几万人离开大亚湾去深圳
避难。

而中海油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事
不大，化工厂难免会发生火灾。
中海油惠州炼厂新闻发言人对

外表示，这只是装置着火，整个着火
过程中不存在爆炸。着火过程或者扑
灭后会发生一些声响，但这些都不是
爆炸声，除当日失火的该套装置停产
外，中海油惠州炼厂仍有15条装置继
续运行。
惠州市环保局当日下午3时发布

环保应急处理处置通报显示，惠州
市、大亚湾区环保监测中心等在事故
周边的监控点监测到污染物主要为
颗粒物和一氧化碳。监控点已由8个
增至10个。
因7月12日发生暴雨，事故中使

用的大量消防污水被排至炼油厂内
的应急池中，但应急池满后，又将污
水排至附近的围堰中，前日晚上连夜
暴雨，导致排水沟内的污水溢出少
量，并流至附近的河涌内，对南海造
成污染。

这发生在海上漏油事故尚未处

理完成之前，而此前又有媒体揭露中
海油人均高达38万年薪。接连发生的
事故不但没有引起公众的“审美疲
劳”，而且导致更多人对这家公司感
到疑惑与不满，这家公司怎么了？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
杰认为石化企业爆炸造成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一是生态环境影响。炼油
厂爆炸造成严重的石油泄漏和环境
污染，对周边水域和生态的影响是恶
劣的。二是个人生命健康影响。炼油
厂爆炸威胁到员工的人身安全，对周
边居民的身体健康也会带来不利影
响。三是经济影响。石化企业自身因
爆炸将会蒙受巨大损失，可能导致炼
厂停工、审查等，后续的赔偿等都将
给企业经营带来负担。

石化单位因其产品及生产工艺
的特殊性，一旦发生爆炸火灾，不仅
将直接威胁工人和附近居民的人身
安全，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而且因其具有辐射性
和污染性，可能对当地空气、水源、土

壤等领域造成的直接和潜在危害深
远。

据了解，这已经是惠州炼厂第二
次发生着火事件。2010年7月24日凌
晨，中海油惠州炼厂一个1.5万立方米
油罐发生着火事故，火势扑灭后，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油品外溢和环境影
响。据初步估计，事故造成直接损失
约60万元。

而记者曾去多家石化园区采访，
均发现园区离居民区较近，最近的仅
有一条马路之隔，而化工园区日常运
作会释放出刺激性强的化学品气味，
一旦发生爆炸，影响更加严重，根本
来不及疏散，兰州石化爆炸事故中就
有6人死亡。

中海油一直对外声称并未发生
爆炸，但动用近500名消防官兵，产生
大量消防污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此次事故都不会小。其影响有待于进
一步观察。

此事发生在漏油事件尚未处理
完成之前，周修杰认为除了经济损失

和环境污染外，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海
油的企业形象。炼油厂事故影响企业
声誉，并会因监管不利等失职行为遭
受舆论批评。中海油或该反思它快速
扩张的道路了。

或将影响中海油炼化布局

“十一五”期间，中海油在不断加强
上游业务的同时，积极推动中下游项目
建设。惠州炼油是中海油第一个大型炼
油项目、世界第一个以加工海洋重质高
含酸原油为主的炼厂，加工规模达1200
万吨/年，总投资200多亿元。

2006年正式开工建设，2009年6
月一次投产成功，国内单套原油加工
能力第一，也是海油实现上中下游一
体化的标志项目。据中海油对外披
露，惠州炼油自2009年一次投产后已
实现盈利，2010年惠州炼油全年加工
原油1128万吨，实现销售收入553亿
元，利润为27亿元。

傅成玉主政时期的中海油一直
在迅速发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说，2003年，BP老总詹·布朗问傅
成玉中海油10年内有什么目标。傅
成玉说希望能达到雪佛龙的规模。
2003年雪佛龙市值400亿美元，而当
时中海油是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
规模。詹·布朗或许有所怀疑，只说
了一句希望你们能够成功。但傅成
玉接着告诉记者不到10年，中海油
就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设想，市值超
过1000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公布了最
新的全球500强名单，中海油以1125.6
亿美元市值位居46位，较去年第75位
排名大幅上升29位。

惠州一期项目刚投产两年，与之
一路之隔的惠炼二期项目已经开始
推进，这个项目规模超过一期。石油
公司常说规模决定效益，产油量决定
公司规模，规模决定效益。中海油对
产量和规模一直较为重视。

而中海油除了在南方大力建设
自己的炼厂以外，还在北方大力收
购地方炼厂，据中海油官网介绍，
“十一五”期间收购山东海化以及部
分地方炼厂的装置。中国海油大力
发展炼化板块，这就是中海油的
“两洲一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
洲和环渤海湾)的炼化产业布局，目
前，布局基本完成，下一步将扩大产
能。

近几年，中海油快速扩张，机构
及资产规模越来越庞大，子公司层次
及数量也越来越多，还实现年产5000
万吨原油的“海上大庆”计划，这对其
公司管治能力提出更大挑战。另外，
数量众多的合资公司及各种复杂合
作模式也对其运营管理提出了新的
命题。而对一个新公司而言，如此扩
张，必然会带来一定隐患。

惠州炼化火灾
中海油发展受阻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终于通过了。”一位从事风电企业的相关人士在听到《风电

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大型风电场并网设计技术规范》通
过审核后的第一反应。

对于风电来说，这个即将问世的规矩的到来似乎显得有些
晚了。日前，风电并网技术国家标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
规定》已经通过最终审核并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此同
时，行业标准《大型风电场并网设计技术规范》也已通过最终审
核并报送国家能源局。在矗立了几万台风机后，在遭遇了几起风
机脱网后，被业界称之为国标的标准浮出了水面，这个标准的核
心是要求风机具备低电压穿越技术。业内人士呼吁尽快批复颁
布这些标准规范，以促进产业发展。

但随之而来的改造成本、升级成本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同
时这一技术对电网和风机的影响到底如何也被画上了一个问号。

成本谁来出

虽然标准、规范的正式稿还没有最终通过审核，但业内已经
开始有所行动。只是面对以亿元为单位的改造成本，各家的意见
有些不统一。

事实上，在“新国标”之前，2009年国家电网制定了一个“企
业标准”和2010年国家能源局颁布的《风电标准体系框架》中，都
把低电压穿越当做一个重要的技术标准提出来。按照时间推算
各家早应具备这一技术，为什么业界对低电压穿越改造还是有
如此反应？

低电压穿越是指电网故障或扰动引起风电场并网点电压跌
落时，在一定电压跌落的范围内，风电机组能够不间断地并网运
行，直到电压恢复如常，从而维持电网稳定。低电压穿越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负荷稳定对电网至关重要，一个负荷的切除可能产
生更大的扰动从而让事故进入恶性循环。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已通过中国电科院低电压穿越能力测
试的仅有6家公司的6种机型。如果要进行该技术的改造升级，厂
商成本将大大增加。同时，如果需要对现有运营风电场的风机进
行技术改造，也将加大运营商的投资改造成本。
“针对已投入运行的直驱永磁机组，金风科技将免费给业主

升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金风科技公共事务部
总监姚雨说，金风科技兆瓦级风电机组均采用直驱永磁技术，因
采用全功率变流系统，具有天然的并网友好性，在低电压穿越功
能改造和升级上难度并不大，涉及成本较低。

据了解，金风科技对已投产风机的低电压穿越能力改造和
升级，只需要对控制器进行软、硬件上的升级，每台风机改造成
本约为1—2万元。多位业界专家对记者表示，改造成本远超过这
一数字。

姚雨告诉记者，公司目前的主导产品1.5MW直驱永磁机组
低电压穿越升级，时间上，最快1小时就可以完成1台机组的升
级。并且升级工作会尽量选在风力较弱的时候，以最小限度影响
业主的正常收益。从目前看，需要升级的在运行直驱永磁机组达
3000台以上，预计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升级工作，升级后的金风科
技直驱永磁机组低电压穿越能力高出国标要求。而新出厂的机
组将自带最新版的低电压穿越功能。

据了解，金风科技1.5MW直驱永磁机组近日通过了德国劳
氏船级社（“GL”）的零电压穿越现场试验，这是低电压穿越的极
限测试。此项试验已高出我国待颁布的《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
术规定》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是金风科技直驱永磁机组“并
网友好”特性的又一体现。

如此看来，对风机进行低电压穿越改造和升级并不像想像
的那么困难。但分析人士称，并非所有风机都是采用直驱技术，
目前风机市场是直驱、双馈两大技术路线并驾齐驱。而两大技术
路线下的机型还有所不同，机型不同改造成本自然会有差别。

大唐新能源公司发展规划部副主任张新斌表示，根据公司的
测算，一台风机要进行低电压穿越能力改造的最低价是50万元。

瑞银证券电气行业分析师戴骏称，由于本身具备离网的自
我保护功能，采用直驱永磁技术的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改造技
术简单，成本较小。而一些采用其它技术路线的机组可能会面临
高昂的改造成本，不是加一个模块就能解决的事，牵一发而动全
身。

如果按照大唐新能源的测算，全国超过2万台风机所需的改
造费用将超过百亿元。这笔数目不菲的费用到底由谁出，业内人
士认为应拿合同说话。但对于合同之外的呢，恐怕还得双方各让
一步。

万能钥匙？

统计数据显示，各省在“十二五”期间计划上马的风电容量
远远超出了国家能源局的规划。由此看来，新国标的出台显得尤
为必要。但是对于新标准的核心问题低电压穿越技术，真是解决
风电问题的关键所在吗？

由于我国风电场大多远离电力负荷中心，需要大规模集中
开发和远距离送出，风电并网送出一度成为发展瓶颈。

2月24日，甘肃中电酒泉风电公司桥西第一风电场出现电缆
头故障，导致附近16个风电场的598台风电机组脱网，损失风电
出力84万千瓦。

4月17日，甘肃瓜州协合风电公司干河口西第二风电场一个
箱变高压侧电缆头击穿，事故带来的系列反应造成702台风电机
组相继脱网，损失风电出力1006.2兆瓦。

就在同一天，河北张家口某风电场箱式变压器发生短路事
故，引起的系列反应造成644台风机相继脱网，损失风电出力占
事故前张家口地区风电出力的48.5%，波及华北电网主网。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8年和2010年两年，吉林也曾发生过
30万千瓦和40万千瓦的风电脱机事故。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舒印彪认为，风电大规模脱网事故
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风电并网技术标准缺失及立法滞
后。
“国标出台可以促进风电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对于

中国风电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姚雨认为，优胜劣汰
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之一。新标准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设备
供应商加强研发和技术能力，为业主提供更为可靠的产品。

但是也有风电企业向记者抱怨。一位多年从事风电的人士
对记者说，电网只是一直在要求发电企业改进，而对自身的效率
和技术却不加以提高，靠着独有的优势地位，推动企业标准上升
为国家标准，限制不符合标准的风电上网。
“新标准代表的方向更多，相对更客观、公正，体现了风电安

全、稳定、密集的诉求，不会出现立即洗牌的局面。”国网电力科
学研究院的张军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能源经济学家、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低电压穿越技术对于大规模风电并网很重
要，但是，解决不了我国风电大规模并网的稳定和长距离输送的
成本问题。

显然，低电压穿越技术对风电发展很重要，但它不是解决所
有问题的核心。在中国风电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如若电力体制中
的核心痼疾不除，电网和风电的矛盾将随着装机容量的提高而
进一步升级。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伟胜表示，未来，风电的发
展趋势是机组由小变大，并网容量由少变多，风电在很多地方可
能成为第二或第三大电源，这就要求风电场和风电设备制造商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本报记者 陈玮英/文

风电“国标”呼之欲出

2011 年上半年，共有约 200 家
公司提出 IPO 申请，其中 161 家顺
利过会，占比 80.5%；34 家被否，占
比 21.18%；5家取消审核。而去年前
半年的过会率为 82.05%，去年全年
过会率为 82.92%。今年上半年，IPO
过会率整体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
势，不过在 6 月的最后几天突然发
力，过会率有所提升。

从被否的 34 家公司来看，创业
板和中小板被否的公司为 30 家，占
到被否总数近九成，成为被否的重
灾区。而各家公司被否的原因不尽
相同，如缺乏成长性、主体资格缺
陷、关联交易频繁等。

IPO风险加大
自从 2009 年新一轮的 IPO 重

启以来至今，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
了 672 家企业的 IPO 申请，共有
557 家企业顺利过关，通过率为
82.9%，其他 115 家企业因各种原因
未能通过 IPO 申请或者证监会临
时取消审核。上述 IPO 被否公司主
要集中在拟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的企业。

自 2009 年 10 月创业板推出至
2011 年第一季度，中国证监会共召
开了 101次创业板发审会议，合计对
273 家创业板公司进行了审核，其中
227家公司顺利通过首发申请，45家
企业被否，1家企业临时取消。

未过会企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某公司在中低端市场中占有一
定份额，但是其冲击创业板过程中，
因缺乏成长性而被否，2010 年整体
产品毛利率水平仅有 6.31%，这与创
业板的高成长性的要求相悖，最终
失望而归。
此外，即使取得了上市的通行

证，也并非一帆风顺，胜景山河在上
市前半小时因涉嫌销售数据造假被
紧急叫停，其后二次过会也照样被
否。
八菱科技虽然顺利通过 IPO 审

核，因为询价机构不足 20 家而折戟
资本市场。八菱科技拟发行 1890万
股，发行后总股本 7551.92 万股。募
集资金投资于新增汽车散热器、汽
车暖风机生产线项目和技术中心升
级建设项目，项目投资总额 29781
万元。这引起了外界质疑。国内汽车
产能已经过剩，八菱科技在这种情
况下扩充产能，这个风险谁来承担？
因询价失败，八菱科技成为 A

股市场上第一个中止 IPO 的公司。
按照中国《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第 32 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在 4 亿股以下的，提供有效报价
的询价机构不足 20 家的，应当中
止发行。

八菱科技中止发行这一标志性
事件折射出目前新股滥发、高定价
圈钱的乱象已到了极致；亦有业内
人士表示，八菱科技的失败彰显了
市场化约束力，对今后资本市场的
发展，尤其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推
动意义重大。
企业 IPO 未过会原因两年来始

终在重复。上半年未过会的 12 家
IPO 公司被否背后的真正原因虽然
不尽相同，但成长性缺失、主体资格
缺陷、关联交易频繁、销售依赖等种
种原因，是两年来一直在重复的。
神州电脑失利主要原因在于，

其所处的国内 PC 制造业已趋成熟，
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企业成长空间
有限。另外，该公司长期奉行“低价”
策略也不利于提升产品利润空间，
无法满足创业板的高成长性要求。
而中小板 IPO 两公司因主体资

格缺陷而不幸被否。其中一家在公
司初始转制时存在主体资格瑕疵。
由于控股股东是国有资产控股公
司，因此，依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办法》规定，应当对公司净资产进行
评估。此前的股份转让却没有履行
评估程序，程序上存在明显的瑕疵。

关联交易严重

前半年，资本市场快速扩容，上
半年 A 股募资总量达到 4111.2 亿
元，巨大融资量的同时为相关各方
贡献了巨额利润。Wind 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共有 66 家券商作为主承
销商分享 IPO 盛宴，仅投行就获得
承销保荐费 90.2亿元。
因此企业上市计划受到了各方

的关注，成了各相关方的生财之路。
经过对未能上市的企业系统的

研究，长期从事企业上市计划的汉
鼎咨询公司认为，准上市企业如果
想顺利通过 IPO，则应做一系列的调
整，否则即便过会，将来公司发展也

存在诸多问题。
准上市企业（尤其是创业板企

业）很多企业都依赖于某些细分市
场、某些重点客户、甚至是某些关联
股东，某咨询公司建议，创业板企业
一定要建立起独立的经营主体。今
年某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对单一
客户销售额占总营收的比例分别高
达 97.86%、97.24%和 94.56%。存在
严重依赖单一客户的情形，公司将
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发行人的资产应当完整，生产
型企业应当具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
生产系统、配套设施，土地、厂房、机
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
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
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非生产
型企业应当具备与经营有关的业务
体系及相关资产。

发行人的业务应当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或显失公平的
关联交易。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两被否的
公司存在严重的关联交易现象，受
到发审委的质疑，因而无缘上市。昆
山华恒预披露招股书显示，2009 年
至 2010 年某项产品销售收入分别
为 5393.37 万元和 14151.79 万元。
其中，公司关联企业订单就占到了
27.34%和 74.75%。而宝色股份
2008—2010年度与宝钛集团发生的
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10974.00 万
元、4267.69 万元、4140.75 万元，占
公司各年总采购额的比重分别为
18.19%、8.69%、9.90%。

创业板 IPO失利乱象
本报记者 刘成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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