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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东方日升或成创业板首个退市公司

自称“不能容忍失败”的东方日
升（300118）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海峰，
如何搞定这场“太阳能光伏”的冒险
者游戏？

从 2010 年 9 月登陆创业板的东
方日升，截至 2012年 9月 26日的短
短两年间，公司股价从 42元一路跌
至 4.61元，跌幅高达 91%。伴随股价
下跌的是，《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
上市以来公司营收和利润持续下滑：
2011 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1.31%、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82.22%。2012 年
上半年，公司营收比上年同期下降
37.46%，营业利润同期下降 102.81%、
亏损 287.5万元。

在光伏产品主要需求市场欧洲
市场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恶化欧
元汇率出现大幅下跌以及美国“双
反”贸易调查、国内光伏行业产能阶
段性过剩依然严重等一系列严峻背
景下，作为一家以太阳能电池组件出
口为主的企业，东方日升单一业务单
一市场布局能否让企业熬过这场寒
冬？是否会成为一些市场投资人士眼
中的“深圳创业板第一只退市股”？

屡败屡战的创始人

不停地创业，却屡创屡败，成为
37岁的林海峰在没有创立东方日升
之前的真实写照。

有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林海峰就是一个爱折腾的
人，在接手父亲创立的那家塑胶模具
的小工厂后，并没有专注于此，而是
迅速将目光瞄准汽车功放市场，希望
能够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后因持续
投入无产出，在一年后便宣告关门”。

此后，林海峰还陆续从事过塑料
颗粒的销售、进水机阀门的生产，甚
至还重返父亲的老本行做塑模行业
等一系列创业项目，最终均以失败告
终。直到 2001年，从事有机玻璃管项
目创业的林海峰，一个偶然机会接触
到太阳能灯具，便正式成立宁海日升
电器进军太阳能光伏应用领域。

受制于公司资金实力薄弱的制
约，直到 2006年，林海峰才决定从下
游的太阳能灯具组装，投资 3000多
万元上马公司第一条太阳能电池片
生产线，开始挺进太阳能光伏上游的
电池组件生产。近年来，随着太阳能
光伏电池组件最大需求国欧美市场
受经济恶化、贸易壁垒等冲击，以东
方日升为代表的中国太阳能光伏制
造企业集体步入寒冬，这无疑让刚刚
迎来“创业春天”的林海峰，再度身陷
困局。

短短 2年间，林海峰的个人身价
出现 80%多的缩水，经历“财富过山
车”。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回顾林海
峰的创业生涯不仅看出，其一直停留
在各类产品的加工制造等低端领域。
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依靠加工制
造业一夜暴富已经没有可能。依靠太
阳能光伏产业登陆资本市场后，让林
海峰身价一夜暴增 31.5亿元，这也让

林海峰开始重新调整今后的创业目
标和方向。可以说，东方日升只会成
为林海峰创业生涯中的一块跳板，这
也注定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着变
数”。

前景渺茫的主业

当年，东方日升以每股 42元发
行价登陆资本市场，并创下“高达
67.52倍的市盈率、超募 13 亿元”的
显著成就，让 2008年就藏身其中的
多家创投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也让林
海峰一举成为青年创业者的代表。

事与愿违的是，在东方日升一举
登陆资本市场之后，业绩便接连出现
两年的下滑，遭遇上市的“业绩见光
死”。仅 2012年上半年，在公司 7.46
亿元主营业务中，太阳能电池组件营
业收入为 6.03 亿元，同比暴跌
46.99%。太阳能灯具业务营收尽管同
比增长 84.66%、营收仅 1.15亿元却
难以弥补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亏损。同
时，公司出口销售收入为 7.33亿元、
国内销售收入仅 1273万元，分别同
比下降 37.55%、51.67%。

对太阳能光伏这单一产品出口
的依赖，已经让东方日升在这个“光
伏寒冬”中无法自拔。对此，产经评论
员彭雄江指出，“就东方日升现有的
产品布局、市场布局来看，属于典型
的单一市场下的单一业务。在当前的
产业竞争环境下，公司的这种‘一招

鲜吃遍天’商业模式，显然难以抵抗
外部市场环境的剧烈波动，经营抵抗
力非常薄弱”。

从太阳能灯具这一低端加工组
装起家的东方日升，抓住了前几年中
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尾
巴”，开始面向产业链上游的太阳能
电池组件和产业链下游的太阳能光
伏发电、LED灯源等领域全面扩张，
却意外遭遇产业寒冬。这对于营收不
过 21亿元、利润仅 5500万元的东方
日升来说，多面出击显然是无力应
对。
“在市场需求下滑、贸易壁垒增

长的情况下，这种典型的加工制造企
业，发展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特别
是对于东方日升身处这一太阳能光
伏产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安徽工业
大学市场营销主任李德俊认为，东方
日升困局的背后，折射出整个中国太
阳能光伏制造产业的发展困局。

扩张风险的大漩涡

营收下滑、业绩亏损，导致东方
日升今年以来不断陷入采购纠纷之
中。《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东方日
升在与无锡荣能半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对簿公堂后，又与京运通（601908）
上演互相被告的案件纠纷之中，折射
出因光伏产业寒冬而引发的被迫违
约的行业性困局，也让东方日升面临
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更大的风
险还隐藏在近年来东方日升积极推
动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项目上。表面
上，从卖太阳能电池变身自建太阳能
光伏电站，可以构建全产业链布局实
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建立
在海外市场的太阳能光伏电站面临
着法律、贸易、市场等诸多风险”。

截至今年 6月 30日，东方日升
已在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英国威
尔士（已出售）、斯洛伐克等地累计约
55MW光伏电站项目已成功实现并网
发电。未来，公司表示还将进一步加
大对光伏电站的开发投入。

目前，不只是东方日升，包括向
日葵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太阳能光伏
企业，都在积极布局海外太阳能光
伏电站。在李德俊看来，“从制造太
阳能电池，到建立太阳能电站，这已
经从传统制造商向能源运营商进行
大的跨越，对企业的考验不只是资
本、人才、技术，还包括对当地政策、
贸易环境的了解。这显然需要破解
更多的阻力，前进的道路显然会很
曲折”。

2011 年，公司在英国威尔士
5MW的电站项目与客户签订转让合
同，虽然客户已将全额资金汇入监管
账户，且境外律师已出具法律意见
书，但由于该项目相关过户手续尚在
办理之中，其销售收入尚未计入公司
营收，这也反映出这一项目的超长
“投资回报周期”弊端。

经过近 3 个月的上市排队等候，
在证监会 9 月 28 日的公示中显示，
福莱特光伏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了“已于披露”阶段。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行业不景
气之时，美国光伏“双反”调查结果如
期而至，福莱特未来的持续盈利能
力令人堪忧，而这恰恰是 IPO 审核
的重点。这给正在排队等候 IPO 的
福莱特蒙上了一层难以挥去的阴
云。业内分析师表示，今年已有多家
光伏企业 IPO 碰壁，福莱特 IPO 前
景不明朗。

持续盈利能力遭疑

作为光伏企业的上游供货商，福
莱特可谓是后起之秀。由一家传统玻
璃制造企业一年时间转为光伏企业，
而后开始了扩张上市之路。但是，在
光伏行业整体陷入生存困境，产品销
售不畅，毛利下滑情况下，福莱特的
业绩随之面临诸多挑战。
今年 7月，福莱特发布招股说明

书，拟发行不超过 11980 万股，发行
后总股本 47920万股，拟于上海交易
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是超白
压花玻璃的生产和销售，这一产品的

消费主体为国内外晶体硅电池组件
厂商。

招股说明书显示，2009年至 2011
年，超白压花玻璃毛利占公司主营业
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76.69%、91.87%
和 96.55%，呈上升趋势。这也就是说，
超白压花玻璃为福莱特净利润的主
要来源。

但是，“福莱特公司的核心技术受
到质疑，有来路不明的嫌疑。”中投顾
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宏文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福莱特在
转型之前是一家传统玻璃制造企业，
2006年迅速转型为光伏企业，转型速
度之快，其光伏核心技术受质疑。这很
大程度上阻碍了福莱特上市的脚步。
“福莱特上市的信心来源于其在

玻璃行业的先发优势。”沈宏文认为，
凭借其领先的技术以及企业积累的
稳定销售渠道、较高的品牌忠诚度，
通过规模经济实现成本优势，有效限
制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但福莱特
上市的可能性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其核心技术已遭到质疑，或将导致大
客户流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

表示，光伏行业探底格局势必影响福
莱特未来持续盈利能力，福莱特上市
不容乐观。
对此，福莱特早有预见，在招股

说明书中已做说明，不排除未来受光
伏玻璃行业需求变动、原材料价格波
动、生产成本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竞
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的
毛利率水平向不利方向变动，公司经
营业绩将受到一定影响。

逆势扩张恐难消化

福莱特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用于：一是年产
1500万平方米太阳能光伏超白玻璃
项目。二是用于年产 17万吨 Low-E
玻璃及深加工项目。

招股说明书还显示，2009 年、
2010年、2011年，福莱特超白压花玻
璃产能分别为 1429.62 万平方米、
2857.77万平方米、4056.73万平方米。
2010 年、2011 年产能分别同比增长
99.90%、41.95%，而本次募投项目达
产则将使其该项产能再增长 40.67%。

数据显示，2010 年福莱特负债
6.65 亿元，2011 年负债 12.33 亿元，
其中末期银行借款由 2.6 亿元升至
8.5亿元，主要源于公司投入大量资
金新建、改建超白压花玻璃生产线以
及 TCO 玻璃项目等。

有消息称，福莱特的大客户英
利、天合等公司 2012年相继终止或
减少了订单。记者试图向福莱特求

证，辗转电话联系上福莱特上市办负
责人潘荣观，说明意图后，对方表示
“正在开会”，随即挂断电话。随后，记
者给潘荣观发去短信，希望能够采访
对方，并表示采访提纲已发至招股书
上公布的邮箱。截至发稿，记者未收
到福莱特任何方式的答复。

根据招股说明书，无锡尚德为福
莱特超白压花玻璃国内第一大客户。
2011年，来自无锡尚德的销售金额为
23978.97 万元，占内销收入比例为
23.07%。

统计显示，2010年，福莱特实现
总营收 17.83亿元，净利 4.68 亿元；
2011年，总营收增至 19.34亿元，净利
缩水至 3.72亿元，同比下滑 20%以
上。其主打产品超白压花玻璃的平均
价格 2010年为 51.26元/平方米，2011
年则为 43.29 元/平方米；单位毛利
2010年和 2011年分别是 23.96元/平
方米和 16.56元/平方米。

福莱特的逆势扩张很难帮助其
摆脱行业困境。沈宏文认为，当前光
伏行业整体呈现出产能过剩，而福莱
特公司大肆扩张产能，无疑加剧了行
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也给企业消化这
部分产能造成了一大挑战。此外，福
莱特家族式管理体系在公司规模快
速扩张的时候，亦给公司的发展造成
了障碍。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中国光伏业坚决反对美“双反”终裁

本报记者 陈玮英

虽然只是打了80大板，与之前宣称要打100大板相比少了20
大板，但终究还是挨打了。

如今的中国光伏业在美国“双反”案件中的遭遇如同这样。
10月11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晶硅光伏电池做出

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决定，认定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为
18.32%—249.96%，反补贴税率为14.78%—15.97%。这对大多数
中国制造商来说，虽然是意料之中但失望更多一些。“我们没有
做错为什么要让别人来打呢，别人是没有资格打的。”一位业内
资深人士如是说。

调查称中企存紧急倾销

10月10日，苦等了一天的中国光伏业没有等到美国方面关
于“双反”的裁决，“这和之前公布结果的时间有些不同，虽然有
时间差，但美国方面上次初裁，中国一大早就知道结果了。”浙江
一家光伏企业高管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现供职于晶澳的IMS Research前资深分析师王润川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根据官方文件计算，尚德的总税率为
35.97%，天合为23.75%，其他列明公司是30.66%。除上述以外的
企业，其合并税率超过250%。

因考虑到出口退税10.54%，因此，此次结果比初裁下降了约
5%。“但这也是不合理的，这对中国企业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坚决
反对这种不公正的裁决。”王润川称。

相比初裁结果，尚德的反倾销税差不多，天合公司则明显下
降，而反补贴税则明显大幅提升，从最开始的2.9%至4.7%提升到
了14.78%至15.97%。
“由于之前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判决，不能对中国这样的非市

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因为会双重计算，因此，美国很快修
改了税法。”浙江省太阳能光伏产业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负责
人、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但目前的税率，还是太高了，还是出不去。”

经过美国商务部调查，在调查期间除了无锡尚德外，其他企
业存在紧急倾销的情况，因此除尚德外的其他企业，需要为90天
追溯期间的出口商品缴交临时性关税。同时，美国商务部拒绝将
目标范围从电池片扩展到组件，此前有数名美国议员希望借此
将除电池制造环节以外的其他环节也纳入“双反”。

一个月后，11月23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将公布
最终结果。

或推翻多米诺骨牌

随后，尚德发表声明称，“双反”调查脱离实际，公司已做好
准备向美国客户提供不受关税约束的光伏产品。

在王润川看来，这极容易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无锡尚德电力媒体关系副总裁龚学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美国商务部此次裁决，对欧盟不会有正面影响”。
上述资深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委会做出同样裁定，那将摧

毁全球光伏行业。在他看来，美国的终裁对欧委会的反倾销调查
产生严重影响。“欧委会的调查已经敲定替代国是美国。现在美
国商务部的裁决表明，中国光伏产品价格比美国市场的其他竞
争者是低的。”

因此，“我国光伏产业还是要强化自我认识，依靠自己做好
发展，不靠别人。”赵永红认为，“国家政策和项目粗的思路有了，
但操作方案还没有细化。”赵永红已经开始准备，“计划在国内发
电应用方面下点功夫开展系列工作，一是新模式，二是上下游合
作把技术一起走通。”

一位前往美国参加“双反”听证会的业内人士婉拒了《中国
企业报》记者的采访，“此次事件重大，我不好加以评说，接下来
什么情况，还是一步一步看吧。”因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盛行，
这些超出了案件本身，也非案件应对团队努力可及。”

光伏业的冬天似乎将更加寒冷，“但这并非完全是坏事。”赵
永红表示，产业低谷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没有低谷，在某
些方面，产业可能还在缓慢发展。”这个时期也是企业分化的时
候，是一些企业超过其他企业的机会。

福莱特转型 谋求上市难逃光伏困境

屡创屡败的东方日升创始人林海峰，最终通过“太阳能光伏”这一项目迎来

创业人生的一个高峰。面对太阳能光伏持续寒冬、股价暴跌九成、经营业绩年年

下跌等一系列挑战，林海峰的太阳能游戏是否会遭遇半路夭折？

依赖于高科技，杭州联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仅仅用了十几年
的时间就创造出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的新模式。

联汇公司胡敏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联汇之所以跨越
发展靠的就是高科技，只有不断地技术研发和创新，企业才能做大
做强，走向国际化。自上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公司始终坚持走高
起点、高品位，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道路，这也是企业长期坚持的
文化理念。”

科技创新品牌卓越是联汇崇尚的最高目标和发展动力。在十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始终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技术的先
进保持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并不断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推出新产品。

自1996年以来，联汇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音频编播系统先后
在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全国21个省、市近300家电台广
泛使用，产品质量有口皆碑。其中，“LinK2000数字音频自动播出
系统”于2004年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并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2002年，公司根据数字音频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广电行业内
率先推出了以网络音频传输技术为核心的CAS系列网络音频矩阵
和传输系统。2005年，公司又推出EQM智能化综合监控系统，进一
步推动了我国电台的网络化建设。2006年，公司获得广电部《广播
与电视技术》技术创新企业奖。2008年，获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
协会科技创新企业奖。2009年，联汇科技和浙江广电集团合作开
发的电台广播节目质量全程监测管理系统，荣获广电总局科技创
新二等奖。2011年，公司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四家企业合力研发
的广播电台节目采集平台关键技术研究荣获2010年度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的科技创新一等奖。

高素质的人才与科学管理，是联汇长久发展的动力。企业要
生存、发展，立于不败之地，根本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为了使企业站
得高看得远，联汇求贤若渴，四处网罗人才，高薪从国外聘请高科
技人才，并与国内一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研发市场需要的新
产品，培养了一支年轻的富有创造力，团结一致的技术和管理团
队。

联汇公司500多名职工中，拥有高级技术人才占半数以上。公
司管理层不仅重视建立先进的管理理念，向管理要效益，还同时对
科技人员实行奖励机制，对前沿科技有重大发明创造的员工给予
重奖，激励科技人员不断创新。

杭州联汇的
高科技动力

傅贵 清道 长年

“双反”减码
难抵不公裁决

在光伏行业整体陷入生存困境，产品销售不畅，毛利下滑情况下，福莱特的业绩随之面临

诸多挑战。业内分析师表示，今年已有多家光伏企业 IPO碰壁，福莱特 IPO前景不明朗

联汇之所以跨越发展靠的就是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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