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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3月 9日，由 TGC 基金会主办的 TGC 基金宣传大使任命
仪式在日本北海道 Northern Arc Resort度假区举行。当天，韩
国明星朴海镇被任命为中国民间外交代表机构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旗下基金会———TGC 文化基金会的宣传大使。TGC
文化基金会是中国民间外交代表机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旗下基金会，主要为中国的服饰文化交流提供赞助支持。TGC
文化基金会会长周帆表示，TGC 文化基金会今后仍将通过时
尚秀等相关活动，来继续创造亚洲年轻人的交流平台。

一天一个爆炸性消息，尚德被赤

裸裸地置于聚光灯下。

坊间流传着 3 月 17日晚些时候
公布尚德重组方案，但在事态的发展

下，这一时间被推迟到了本周，具体

时间各界仍在猜测中。

尚德电力 3 月 14 日发布公告
称，“没有完成今天到期的 5.41 亿美
元债券本金的偿付计划”。这被一致

解读为尚德实际已经破产。

对于种种传言，尚德方面三缄其

口。

这些是尚德不希望看到的，更是

业内所不希望发生的。“作为光伏人，

没有人希望尚德出事，但并不是说要

救尚德。”一光伏企业相关人士这样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尚德在行

业内属于标杆企业，如果它倒下了，

对整个行业不是一件好事。”

40%债权人不同意延期

尚德事件的升级，可以说是从施

正荣“被辞职”开始，短短 10 天骤然
升温。

3月 4日，尚德公告称，施正荣在
当天举办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辞职。

接任者 Susan Wang 拥有 25 年担任
高科技公司财务和高级管理职务的

经验。

次日，施正荣个人发布公告矢口

否认。他表示，自己并未参加这次董

事会会议，并且，一个多月前他就不

被允许参加董事会了。他认为，董事

会解除其董事长职务的决定是非法

且错误的，毕竟自己对公司有着极大

的影响力。

当人们以为这又是尚德的一次

内讧时，5亿美元到期债权让事态变
得严重起来。随后，关于尚德的各种

爆料陆续出现，而尚德方面对于这些

内容都不予以置评。

就在尚德 5 亿美元债券到期前
一日，纽交所尚德电力开盘一度暴跌

超过 50%；截至收盘，尚德电力跌
19.28%，报收 0.67 美元，当日成交量
从日均 356 万股暴增至 2157 万股；
公司市值 1.21亿美元。

3月 15日到期的 5亿美元债券，
没能获得延期许可。虽然尚德于 3月
11日表示，超过 60%的债券持有者已
经同意将其偿还日期从 3月 15日推
迟至 5月 15日。但行百步者半九十，
尚德未能获得剩余的可转债近 40%

债权人延期同意。

3月 15日，尚德被中国银行以债
务违约起诉。一位光伏分析人士告诉

记者，“尚德与政府谈判破裂，尚德走

破产程序难以避免。”同时，“配合破

产程序，对施正荣涉嫌对关联公司输

送上市公司利润的司法调查小组也

已经开始工作。”

“尚德大势已去，自身难保。”上

述分析人士直言。

“现在我们都在等，等局势定下

来再决定是做还是不做了的。”尚德

内部员工如是说。

尚德失血两次投资败笔

“成也萧何败萧何。”上述员工这

样评价自己的大老板施正荣，“他算

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终归是搞科研

的。”

“施正荣本人可以看做是科学

家，但他身边的人就很难说，很多事

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控制得了的。”上

述分析人士说道。

“曾经的尚德无比辉煌，如果不

搞那么多项目，可能还好点。”上述员

工惋惜地说道。

“尚德有几次投资，事实证明是

失败的。”上述光伏人士告诉记者。

第一次是投资薄膜。2008年硅料
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尚德大规模投资

薄膜。

据了解，2008 年 9 月份之前，光
伏组件卖到了 40元/瓦，而现在只卖
到了 4元到 5元/瓦，“现在来看，当时
的行情好得很。”上述光伏人士表示。

当时硅料卖到 400多美元每公斤时，

金融危机开始，2009年年初，硅料价
格大跳水，跌到 100多美元每公斤。
“从技术储备角度看，作为领头企业

尚德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它的规模太

大了，尚德的投资应该是以亿为单位

的投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关停

了。”上述光伏人士说。

第二次是投资顺大。顺大既做硅

料又做硅片，“而这次投资是完全失

败的投资”。上述光伏人士表示，这个

公司的状况比较麻烦。

而现在被炒得比较热的亚洲硅

业，算是投资顺大的一个升级。上述

光伏人士表示，亚洲硅业，施正荣是

隐形的股东。有消息称其把上市公司

的利润转移到亚洲硅业上，并签订了

比较长时间的订单。“2007年、2008年
就已经决定投资了。”

“作为尚德主要原料供应商，亚

洲硅业的价格一直比市场价格高。”

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投资是与美

国的 MEMC的合作，硅料硅片公司，
“就是曝出提前解除协议，赔偿 2亿
美元事件。”上述光伏人士直言，“这

些的始作俑者都是‘拥硅为王’的理

念。”

光伏产能仍未消肿

“尚德在中国光伏界的意义是非

凡的，等于是有了尚德，其他光伏企

业才起来的。如果没有尚德可能不会

有人知道光伏是什么。”上述光伏人

士这样评价道，尚德在中国光伏业的

地位是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

有消息称，无锡政府将全面接管

尚德。

“当初政府希望树立尚德牌子，

建立政绩，但慢慢地发现之前投入很

多资金，陷得太深。”上述分析人士认

为，“应该不会全救。”

“今年将有很多企业有麻烦，很

多企业的银行贷款即将到期。”上述

光伏人士表示，“如果尚德破产，所有

公司到银行可能就无法贷到款，可能

全部要倒。”

因此说，“尚德破产，对行业来说

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不是好事，并

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上述光伏人士

称，“比如英利、天合、晶澳、晶科、昱

辉等这些公司现在来看还是不错的，

但是所有公司都需要到银行贷款。尚

德作为品牌最好的，虽然它的内部出

现了问题，但尚德事件算得上是标杆

性事情，标杆企业出现问题，银行可

能会更害怕这个行业。其他企业本来

可能很健康，运行平稳，但可能会因

此受拖累。”

在上述光伏人士看来，“可能更

多的人以为尚德的倒掉会给一些企

业警示作用，从而导致产能减少。但

事实上，即使尚德倒掉了，会有新的

股东接手，还是会存在产能，产能并

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对产能淘汰一点

好处都没有。”

上述光伏人士话锋一转，“但并

不是说救尚德，只是业内都不希望

尚德出事，因此尚德事件引起业内

高度关注。因为，可能不仅仅引起银

行恐慌，一些基金或者准备投资光

伏电站者都对光伏避而远之，产生

恐慌光伏的效应，让这些人逃离光

伏。”

尚德与政府谈判崩裂 破产难免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各方股东：

兹定于 2013年 4月 30日上午 10点于北
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
34层 1号会议室召开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
公司临时股东会，现场表决公司延长经营期

限、修订章程及确认公司决策相关事项。参会

者自负差旅、食宿。

联系人：胡冰，联系电话 010-58091000。

特此通知。

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9日

货币稳中偏紧已定调警惕经济“虚热”
（上接第十一版）

货币政策将“稳中偏紧”
M2增速仍处于高位

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研究中心

主任刘煌松指出，结合 2月工业增加
值和消费放缓的数据，1、2月货币供
给和信贷增速较快的现象其实显示

经济并不是一个强复苏的态势，更像

是增长疲弱和通胀压力并存，显示当

前宏观经济增长还有较多困难。

“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
速目标在 13%，而 2 月末 M2 增速仍
处于 15.2%的高位，未来央行将采用
公开市场操作，即加大正回购的力

度，收紧 M2。”潘向东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指出。

央行春节后在公开市场不仅暂

停了逆回购，且在近八个月后重启

正回购，上周央行再次开展了 50 亿
元的 28天期正回购操作。节后央行
累计净回笼资金 9200 亿元。华宝信
托宏观分析师聂文认为，目前政策

面强调以稳为主，估计今年上半年

调整存准和利率的可能性不大，更

多会采用公开市场的调控手段调节

流动性。

不过，鄂永健称，近期正回购重

启的主要原因是节后资金回流银行

体系导致的流动性宽松，并不意味着

货币政策趋势性收紧。2月 PMI未见
明显回升，经济增长仍需巩固，同时

物价上行的趋势基本确立。尽管今年

外汇占款增量较之去年会有明显上

升，但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析

师李志强则指出，从总的社会融资规

模以及 M2增速来看，金融体系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是相当强的。这

种支持除了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推动

作用，也有对未来通胀的推升。未来

几个月 CPI 预计是一个震荡上行的
趋势，不排除年中会达到 4.5%—5%
的高位。

潘向东则指出，若中央政府上半

年没有出台对地方融资平台治理整

顿和对房地产市场加码调控的措施，

下半年经济将面临“虚热”的风险。近

期房地产市场“国五条”调控措施的

出台和人民银行开始启动“正回购”

回笼基础货币，都显示出决策当局对

未来经济出现“虚热”的警惕。

专家指出，外汇占款近期异常

放大，且社会融资总规模仍增长强

劲，从保持经济增长并控制通胀出

发，降低了准备金率下调的必要性，

从二季度开始，公开市场到期资金

量逐渐增多，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

性较小。在贷款利率已趋于下行、物

价重新上行的复杂格局下，加之出

于对中外利差过大加剧资本流入的

担心，银行基准利率保持稳定的可

能性较大。

“考虑到在‘国五条’和货币政策

上预防‘虚热’措施的落实，预计下半

年经济增速将会有所回落，全年各季

度 GDP 增速将处于 7.5%—8.5%之
间运行。”潘向东指出。

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各方股东：

兹定于 2013年 4月 5日上午 10点于北京
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 34
层 1号会议室召开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临时股东会，现场表决公司延长经营期限、

修订章程相关事项。参会者自负差旅、食宿。

联系人：胡冰，联系电话 010-58091000。

特此通知。

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 月 19日

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 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

亚洲友好之花在北海道绽放

去年以来，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陶二矿坚持“以德育人、以德

治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工作理念，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

煌。相继荣获全国能源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职工教育示

范点、冀中能源集团学习型党委、集团公司红旗党委、集团公司

红旗团委、邯郸市十佳标兵岗和全国能源化学工会颁发的“建功

立业标兵岗”荣誉称号；矿洗煤厂压滤车间相继荣获全国巾帼文

明岗、河北省“五一”巾帼奖状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截止到 3月 18
日，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1070天的好成绩。 （柴顺利）

陶二矿弘扬“尚德文化”构建和谐矿山

治理雾霾污染、净化大气环境———车船用燃油环保新技

术（油黄金）专家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人大环资

委、环保部、科技部、交通部、发改委的有关专家共同呼吁科技

界和产业界行动起来，加快新产品开发推广，减少雾霾侵害。

进入 2013年，雾霾事件袭击全国，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及其他中东部地区，更是多日连续被雾霾笼罩，PM2.5数
据一路飙升，甚至爆表过千。如何破解雾霾成为世人关注的焦

点问题。 （马海丽）

3月 18日，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办的徐里油画展在
北京恭王府嘉乐堂及东西配殿开幕，展期 20天，时间将持续到 4
月 6日。此次共展出徐里近年创作的作品 52幅，作品分两个系
列，一是油画佛像，二是中国山水。徐里，1961年生，现任中国文
联国内联络部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里早年以藏传佛像《四臂观音》叩开

世界顶尖财团的收藏大门，成为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典藏，是“中

国油画界继陈逸飞之后又一画家作品被世界顶尖财团收藏”。

专家倡导科技治霾净化环境

徐里油画展在恭王府开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海淀区消费者
协会联手区质监局、区卫生局等部门，组织大学生及居民

代表，参观食品安全监管状况。3月 13日，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及居民代表等 30余人先后
来到麦德龙超市和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了

解流通领域对食品安全的追溯情况及食品检测流程。通

过实地参观和亲身体验，消费者纷纷表示：这次实践活动

能直观地了解到食品流通、检测及行政监管等各环节对

食品安全管理情况，深深感到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各个环

节都有严格规范的管理。

海淀消协联手工商质监开展实践活动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3月 13日，HCR（慧聪研究）宣布获得 PE公司达晨创投的
5000万元融资，这在国内的市场研究行业尚属最大的一笔融
资。据悉，1993年成立以来，HCR先后经历了和慧聪网整体上
市、合并美国邓白氏的研究团队，2011年底完成 MBO（管理者
收购），2012年又与上海 DNA合并，又在逐渐推行全员持股计
划。HCR CEO赵龙表示，下一步将利用公司一直倡导并执行的
股权激励计划，将 HCR打造成一个市场研究行业优秀人才和
优秀公司汇集的平台，用开放的分享制度将公司发展的短期及

长期利益和员工共享。

日前，互联网实验室发布的《关于搜索推广中的违法医疗广

告情况调查》显示，百度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作启动

后，药监局公布的大量假医假药依然在百度的推广和售卖之列。

在药监局年前一则公告涉及的 26款无药品准字批号的药品中，
有 14款药的相关关键字在百度还存在推广链接，即有违法网站
购买了这些关键字进行相关药品的网络销售。此外，在北京 91
家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名称及通用名共 135 个关键词中，共
有 43家医院的相关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被进行”了商业
推广，占总比 47%，被山寨推广的有 36家，占总数的 40%。

3月 15日，中国第一视频网站优酷推出了针对安卓操作
系统的最新版优酷 App。目前多数视频客户端一般需要兼顾
iOS等其它平台，安卓平台虽然可用却难以有更精细和人性
化的专属体验。优酷新版 App不仅按照谷歌规范进行了全新
的 UI设计，并依据安卓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在操作性和交
互性方面优化产品设计及内核，注重满足移动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并在操控性方面延续了安卓用户的特别习惯。例如，在

横屏状态下，视频会自动转换为全屏播放；在屏幕上左右滑

动，可以轻松切换页面。今年 1月，优酷已是中国第一家移动
端视频日播放量过亿的视频网站。

优酷推出安卓系统订制视频 App

HCR获市场研究行业最大融资

医药虚假广告成搜索重灾区

2013年 3月 14日下午，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
的“中欧艺术对话·中国 & 斯洛伐克艺术展”开幕仪式在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隆重举行。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邵大箴，中国

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李宝林、范扬，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申万胜等美术、书法界人士近 200人以及斯洛伐克、荷兰等数
十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出席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据展览策展人余根晖介绍，这个展览由中外文化交流中

心主管的国韵文华书画院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

承办。由邵大箴、李宝林担任学术主持。10位代表中国风格的
著名国画艺术家赵梅生、张孝友、傅二石、贾浩义、胡永凯、刘

大为、王玉良、马国强、范扬、马海方共计提供了 100件精湛的
国画作品。此外应邀参展的还有著名的青年雕塑家、广州美院

教师洛鹏的 17件雕塑作品。斯洛伐克方面的 6位艺术家也是
在本国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展出了他们的 60件绘画作品和 8
组雕塑作品。所有的展出作品于 3月 18日—24日在全国重
点美术馆之一的郑州市河南省美术馆举办巡回展览。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

远撰写了展览前言。

本报记者张博

中欧艺术对话在京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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