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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英

政府态度暧昧 尚德接盘者难产

一切都在有序推进中，只是这个

时间表有些漫长。

4月 2日下午，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指定的无锡尚德电力破产重整

管理人组长杨二观表示，目前尚德处

于破产重整第一阶段，本月底将完成

债权人登记、资产审计和评估，并向

债权人通报；目前，已有多家战略投

资者接洽谈判。

此前，无锡市政府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现在没有确定是国联接手尚

德，还在寻找第三方。”

根据法定程序，破产重整的法定时

间为 6个月，如经法院批准后，还可延
长 3个月。这么算下来，或许要等到
2014年才能知晓尚德电力的最终命运。

尚德用了 5年左右时间，从零攀
升到首富的位置；又用了 5年左右时
间，慢慢走下神坛。

尚德在业内的地位“无人能比”，

这或许是光伏业乃至新能源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

行业整体过剩 90%

尚德破产重整管理人团队由 10
人组成，目前已由无锡市中院高层陪

同进驻尚德，并已进入工作状态。

杨二观介绍说，尚德的组织架构

非常庞大，业务范围覆盖海内外，涉及

大量债权债务，第一阶段的主旨就是

摸清家底。随后，“将制定债权清偿方

案。”杨二观表示，尚德在海内外仍具

有较好的品牌效应，特别在欧美、日本

及东南亚等国拥有稳健的市场基础。

据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集团

副总裁熊海波介绍，4、5月份，尚德的
月订货量保持在 100兆瓦左右。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尚

德百兆瓦左右的订单，无异于救命稻草。

事实上，“无论多少量的订单，工厂都会

开工。对于一家工厂，要想生存就不能停

产，如果完全停产企业就瘫痪掉了。”

在任浩宁看来，“有些企业是把

今后的订单拿来提前消耗掉，这种做

法相当于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我们经过调研后发现，现在整

个光伏行业大约 90%的产能是过剩
的。”任浩宁表示，这个数字出来是很

惊人的，是上游相对下游需求过剩，

而且过剩非常严重。也就是说，“10条
生产线 9条生产线基本都是亏损的，
只有一条生产线能够正常运行。”

2012年全球太阳能光伏产能 60
吉瓦，但需求只有 35吉瓦，光伏产能
过剩严重。中国 2012年光伏产量 23
吉瓦，国内安装总量却只有 4.5吉瓦，
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安装总量

占全球市场 75%的欧美国家。
“中国光伏业发展的问题在于发

展太快了。”一光伏企业相关人士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虽然欧美等

国家发展比较早，但是这些国家在发

展初期控制住了发展的规模，而中国

发展的链条过多集中在上游。”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就曾指出，

中国有句老话说，“一年走完五年的

道路，然后五年之后无路可走。”现在

行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能源市场

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但也是一个需要

循序渐进的市场，需要每年百分之几

到十几的合理增长，而不是百分之百

的增长。不要一年走完五年的路，更

不能一年走完十年的路。

政府从台前走到幕后

在光伏业生死存亡之际，人们更

多的是将目光投向政府，但此时这一

关键人物的“态度显得有些暧昧。”

经常在无锡高新区拉活的出租

车司机在与记者聊起尚德时说道，

“当初没有政府担保，尚德怎么会贷

到这么多款，尚德可是明星企业。”

“现在尚德出事了，政府不好直

接出面的，但肯定不会不管。”上述出

租车司机说。

“政府还会出面，但可能不会像

之前走到台前，而更多的是选择退到

幕后。”任浩宁表示，“地方龙头企业

出现问题，应该说政府不方便直接出

面，但可能会通过国企或者与银行协

商，由国企或者银行出面，会选择一

种折中的方式参与到其中。”

“也正是这种暧昧态度让一些准

备进来抄底的资金望而却步。”任浩

宁认为，之前，政府尤其地方政府，

把新能源行业作为其政绩工程，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全国各地光伏产
业园和风电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兴

起。“各地只要做产业规划及地方财

政调整都会把新能源纳入其中，但

各地资源禀赋不同，有些地方不适

合发展这些产业，因此在定位上出现

了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光伏业目

前整体相对过剩的窘境。由于前期投

入太多，在惯性效应影响下，如今难以

刹车。“可是出了问题，政府就消失了。”

任浩宁表示，“让企业多少有些顾虑。”

但是作为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

行业的发展又不得不依靠政府。“以

光伏为例，行业的成本短期难以降

低，必须由政府给予补贴，进行干

预。”任浩宁这样说。

日前，财政部下发了《关于预拨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

通知中显示，本次可再生能源补助资

金 148.1139亿元，其中风电 93.1448亿
元，太阳能发电 24.3279亿元，生物质
发电 30.5512亿元，其他发电 0.09亿
元。

补贴的发放可谓是千呼万唤始

出来。任浩宁话锋一转，“国家的补贴

政策以及像是对多晶硅、组件、电池

片等行业准入政策，迟迟没能出台或

总是慢了好几拍，即使确定下来的措

施也很难落实，致使像是光伏业等新

能源业陷入尴尬境地。”

而此次太阳能发电补贴金额数目

出乎意料。“主要是对光伏补贴期望太

高了。”任浩宁认为，之所以会是这样

一个局面，主要是国家希望光伏产业

尽快完成结构调整，“尤其是落后产能

淘汰，中小企业必须退出去，那么将会

有企业破产倒闭，生产线关闭。”

生物柴油企业
缩水九成

“看上去很美”的生物能源作为石化能源的替代品一度成

为业内焦点。而《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生

物柴油发展的黄金期，国内涉足企业数量一度达到了 300多
家，而截至目前，这一统计数据缩水了十分之九。

“现在国内生物柴油生产厂家全线生产的就剩下 30家左
右了，其他的厂家基本都已经是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了。”

成都益优生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丽鸿告诉记者，原料供应、

销售市场、政策扶持都是造成多数生物柴油生产厂家停产的

原因。

“目前公司设备运转率还不错。设计能力为年产 4万吨，
平均日产量能达到 80吨，但实际上，能真正进入市场上的生
物柴油仅有 30吨，其余的只能当化工原料。”杨丽鸿说，主要
是由于无法进入销售环节。“每天 30吨也只能进入民营加油
站。”

据了解，生物柴油具备 0号柴油的性能，我国《可再生能
源法》也确定了其合法地位。但现实是，生物柴油始终无法通

过合法渠道进入中石油、中石化的销售网络，厂家大多是自己

寻找销售路径。

“今年情况还不错，目前公司基本能达到收支平衡，虽然

不挣钱，但好歹不赔。”杨丽鸿告诉记者，今年公司的经营状况

比往年要好一些，这是因为，2012年下半年，公安部门对地沟
油进行整治，使得公司原料的供应情况出现较大好转。

“生物柴油的各种指标与石化柴油一样，采用生物柴油的

汽车，其尾气中有毒有机物排放量仅为石化柴油的 10%，颗粒
物仅为 20%，一氧化碳排放量（有催化剂时）可减少 95%，且无
二氧化硫和铅等排放。”杨丽鸿说，“对降低大气污染有很好的

作用。”

记者还了解到，国内很多车主对生物柴油并不“感兴趣”，

原因在于担心生物柴油对汽车造成损害。

“其实不仅仅是车主，很多地方政府对生物柴油的性能、

优缺点也不是很了解，虽然国家在生物柴油方面出台了一些

指导性、扶持性政策，但到了地方，执行起来就不是很理想

了。”杨丽鸿无奈地表示。

和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一样，原料和政策的问题同样困扰

着生物天然气生产企业。

程序，是被称为“中国首家日产万方车用生物燃气工程”

———安宁车用生物天然气工程的直接参与者。该项目的成功

运营，使他对生物天然气产业的未来很有信心。

“依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生物天然气的开发前景远高于煤

层气、致密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程序说，生物天然气

的开发潜力巨大，保守估计，每年约有 1500亿立方米的体量。
根据国家能源局下发的《生物质“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

期我国生物质能供气的目标为 220亿立方米，其中沼气用户
目标为 190亿立方米，大型农业剩余物燃气、工业有机物废水
和污水处理厂污泥等沼气的目标仅为 30亿立方米。

虽然潜力巨大，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对生物天然气的利用

仅处在示范、试点阶段，离商业化推广仍有距离。

“与市场化尚有很大的距离，这主要受制于多个因素的影

响。一是厂家生产无法获得持续的或廉价的原料，缺少手段将

很多废料集中加工利用；二是产业发展规模较低，前端的生物

化工业制约较大；三是生物能源扶持政策不配套，导致行业起

步很缓慢。”资深能源专家周勇刚坦言。

周勇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

引导和扶持等方法，大力推广生物能源，让全社会更加了解生

物能源的价值和前景，从而才能推动项目产业化。

随着全球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所出现的问题，

发达国家把生物质能源作为重点能源予以重视。在环保的压

力下，在价格的比较上，生物能源远比风能、太阳能更加环保、

经济，所以已经成为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首选。

专业表示，相对于欧美通过投资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促

进生物柴油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相关领域尚缺乏通过税收、

投资补贴等政策。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尚德用 5年时间，成为首富，又用 5年时间，走下神坛，
政府始终是其中重要的角色

垃圾焚烧发电遭遇污染官司

（上接第九版）

企业停产倒闭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需求有限，政府《太阳

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 2015年底中国太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 21吉瓦以上。最近提高了，但也不会满足产

能那么多，那么快。

新能源和其他产业的不同在于，很多问题是市场难以解

决的，只有政府能够解决。新能源相关的外部性问题（包括资

源稀缺和环境污染）都只有政府解决。之所以发展新能源，是

因为新能源对资源和环境有利，可以实现低碳发展，但这一好

处对普通消费者短期基本没有什么好处。对于普通消费者而

言，使用哪类能源火电还是新能源发电基本无差异，（觉悟高

的消费者会有差异？）更进一步讲，他们甚至可能还不希望用

新能源，因为不够稳定。

靠政府解决并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只是政府解决，首先

要摆正位置，什么地方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管了不该管的问

题，那么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帮助企业搞研发，把新能源

电价、补贴政策、合同能源管理、分布式发电等规划设计好等

等，是政府应该做的。

目前新能源行业面临的局面只是短期现象，企业能够存

活下来则今后会发展得相当好。

新能源尴尬
来自央地两级政府规划失误

在生物柴油发展的黄金期，国内涉足

企业数量一度达到了 300多家，而截至目
前，这一统计数据缩水到了 30家左右。

中国首例垃圾焚烧致病案引发二 英标准难题恶口

3月 1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组织合议庭，对谢勇诉垃圾焚烧厂一

案是否再审进行审查。

这是中国首例垃圾焚烧致病案。

原告谢永康，5岁男孩，其父亲谢勇为
法定代理人，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谢

河村村民。被告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安垃圾焚烧厂

法人。

“我们想起诉的分公司垃圾焚烧

厂，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也就是没有

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实在我们起

诉的时候分公司已经注销了。”刘金

梅律师表示，“现在举证更难了。”

找出垃圾焚烧厂排放污染物与

治病存在因果关系，成了能否打赢官

司的关键。这也正是眼下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备受诟病的原因。

二 英之争

2008 年 5 月 12 日出生的谢永
康，4个月大时被诊断为脑瘫。当家人
为了给孩子治病四处奔波时，一纸拆

迁公开信送到谢勇家中，谢勇恍然大

悟。“我老婆怀孕的时候，都是按时按

要求到医院做产前检查，并无异常。”

谢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距离谢勇家 190 米远的海安垃
圾焚烧厂要改建为垃圾焚烧发电厂，

根据江苏省环保厅的批复，周围需要

有 300米的防护距离。由海安胡集镇
镇政府下发的通知书中称：“对老人

安度晚年、自己安居乐业、孩子健康

成长都是十分有利的。”

谢勇开始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发

现“焚烧厂排出的二 英对人体健康

有损害，发育中的胎儿对二 英最为

敏感。新生儿的器官系统迅速发育，也

可能更易受到一定影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小川

教授，在详细了解谢永康的出生记录

和住院病历后，给出了一份书面意见。

在其遗传因素正常之外，排除了剖宫

产手术过程对谢永康健康的影响。

于是，谢勇向当地及国家环保部

门反映情况，但没有收到满意答复。

2010年 9月 10日，谢勇一纸诉
状将经营海安垃圾焚烧厂的江苏天

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告上

法庭。2011年 4月 6日，海安县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因为谢勇一方未能举

出证据，证明其所受的损害与被告的

排污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驳回谢

勇的各项诉讼请求。随后，谢勇上诉

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以脑瘫

与二 英不存在疫学上的因果关系

为由判决谢勇败诉。

这也正是当下环境问题频发，却

很少有受害者从法律上获得赔偿的

原因所在。

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陆平告诉记者，“根据

环发 2008号文件，中国目前还没有
关于空气质量二 英标准。反推，也

就是二 英在认识上属于新事物，还

没有在线监测的例子。”

焚烧垃圾受质疑

谢勇起诉的垃圾焚烧厂已不复

存在，原址建起了垃圾焚烧发电厂。

依然由原来的运营商建设管理，具体

由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下属

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日处理垃圾 750吨。
负责海安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江

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子公司海

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宋

长广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公司采用的设备均为国际

先进设备，完全可以使炉温达到

850益以上，彻底分解二 英，产生的

烟气也是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工艺进

行处理，保证烟气排放标准达到欧盟

2000标准。
早在 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

调查了我国 4座垃圾焚烧炉，这些现
代化的焚烧炉在运行了短短 2 到 5
年后，焚烧厂区半径 500米到 2公里
的土地二 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

升，4座中的 3座焚烧厂区内二 英

浓度均严重超标。

生活垃圾焚烧排放的二 英，是

国际公认的一级致癌物。污染毒性

大，溶于脂肪，难降解，其半衰期是 14
年到 273年，易在体内积累。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焚烧

垃圾一直是污染的一个“悬案”。

据赵章元介绍，日本是世界上曾

一度视为占上风的国家。据一些权威

机构分析，日本土样和人血液中二

英的浓度偏高。日本人血液中二 英

的浓度与垃圾焚烧厂的距离成正比，

这与该国对二 英处置不力有关。

一项经过 10 年调查统计结果发现，
在离垃圾焚烧厂约 1.2 公里以内由
癌症致死的比例高达 42.1%，而 1.2
公里以外地区为 20.4豫，相差一倍
多。

本报记者 陈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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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折戟”】之产业难题

【新能源“折戟”】之尚德命运

目前无锡市中院高层进驻尚德，并已进入工作状态

【新能源“折戟”】之冰火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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