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高测股份签署 5GW 光伏
大硅片项目合作协议，公司将投资 2.1 亿元
建设新项目，缓解公司现有切片产能不足问
题。这是继建湖（二期）12GW 光伏大硅片
项目、壶关（一期）年产 4000 万千米金刚线
项目之后，高测股份年内第三次扩产。截至
目前，高测股份达产、在建和待建切片产能
共计52GW。

高测股份于2021年3月建设首个光伏大
硅片切割加工项目，自此由切割设备、切割耗
材领域纵向延伸到切割加工服务领域。今年
以来，光伏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下游硅片企
业扩产项目顺利推进，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高
测股份在硅片切割业务领域“大踏步”扩张，
硅片切割加工服务业务快速放量，规模效益
初步显现。

硅片切割是光伏硅片制造的核心工艺
之一，目前硅片切割技术正在朝着大尺寸、
薄片化方向演进。高测股份正在主攻大尺
寸、半片、薄片化切割技术，自主研发并持
续迭代切片核心装备。在硅片切割加工服
务方面，高测股份已经与通威股份、美科股
份、京运通等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切片合
作关系。

（王 伟）

年内第三次扩产能
高测股份新业务放量

本报讯 日前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德才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中韩街道李家下
庄社区村庄改造安置区建设项目，项目内容
包括主体结构工程、装饰及安装工程等，金额
约为 5.95 亿元。

本项目工期为 730 天。德才股份表示，
公司在此次项目中标，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
略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城市更新领域的
市场地位与影响力。若未来该项目顺利签订
合同并完成交付，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市
场拓展产生积极作用。

近年来，德才股份在以老旧小区改造、历
史风貌建筑保护、新市政基础设施等业务为
主的城市更新赛道表现亮眼，今年前三季度，
三类新城建项目在新签项目中金额占比近四
成。得益于新赛道拓展，虽然建筑业整体增
速放缓，德才股份的业务质量却稳步提升。
据披露，前三季度，德才股份及子公司累计新
签项目数量 241 个，金额为 77.67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70.40%。

（丁倩倩）

德才再获城市更新大单
联合中标5.95亿元项目

“卡点儿”入局，快速构建电池
产业链

梳理康普顿布局氢能的时间线，很容易就
能发现一系列动作主要始于 2021 年下半年。
而2021年，正是行业公认氢能产业加快逼近大
规模商业化的重要年份。

以氢能十分备受关注的应用领域氢燃料
电池汽车为例，随着技术在产业化上的逐步成
熟，氢燃料电池价格与5年前相比降幅已经超
过 60%。而从终端看，2016 年到 2020 年，我国
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从600余辆增长至7000
余辆。在专家看来，这非常像纯电动汽车爆发
前夜的状态，氢能的商业化应用即将步入高潮
阶段。

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助推行
业加速。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
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
速计划；科技部出台《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氢能技术”等18个重点专项2021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重点聚焦
氢能绿色制取与规模化转存体系等方面……
2022 年，国家出台《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立较为
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到 2030 年，形成较
为完备的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
氢及供应体系。

随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出台鼓励
氢能产业发展的举措。目前，全国已有至少25
个省（区、市）发布相关氢能规划和指导意见。

这些都意味着，企业布局氢能产业的黄金
期已然到来。据不完全统计，46家央企已开始
布局氢能产业。而从投融资角度看，截至今年
11月底，今年已完成的非上市公司氢能企业融
资案例达 21起，总融资金额超 30亿元；A股上
市氢能企业增资达 3 起，总募资金额超过 167
亿元。

氢能产业链可划分为上游制氢、储氢运氢
和加氢站建设，中游为氢燃料电池及系统配
件，下游为整车厂商、船舶和固定式电源等应
用。康普顿的布局主要围绕中游的氢燃料电

池及系统配件。
2021年 10月，康普顿以增资入股形式，投

资青岛创启新能催化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青岛
创启信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者聚焦燃料
电池催化剂研发，后者致力于膜电极、电堆等
氢能领域核心材料和装备研发。同年11月，康
普顿出资 3050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青岛氢启
科技，氢启科技主营膜电极、双极板、电堆的生
产销售。随后的 2022 年 1 月，康普顿又出资
1000万元参股主营业务为氢能源产业研究，氢
能源核心技术开发的青岛同清湖氢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至此，康普顿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构建
起涵盖催化剂、膜电极、电堆等在内的氢燃料
电池产业链条。

院士领衔技术团队，技术底蕴
深厚

从技术上看，康普顿依托投资构建起的技
术团队具备一定的行业领先性。

康普顿表示，公司以甄崇礼院士和葛兴福
院士为技术带头人，依托同济大学、清华大学
和湖南大学的创新资源，以北京化工大学博导
团队为主导，在氢能领域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取得了 40多项专利和专著，目前已实现
燃料电池催化剂和关键部件的低成本宏量制
备与国产化替代。

据公开信息，甄崇礼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大学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
士，研究方向涉及氢能的转化与利用。成立于
2019年的青岛创启信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正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甄崇礼的项目。目前
创启信德在电解水制氢装备、燃料电池电堆关
键材料、系统集成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同时
在催化剂、膜电极等部件取得进展，关键指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无独有偶。公开信息显示，葛兴福为德国
国家工程院院士，机床制造行业知名的国际专
家和行业带头人。

“同清湖”创新资源依赖于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钟志华发起成立的“同清湖”协同创新中
心。创新中心以同济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

学等高校的技术团队为主体，围绕智能制造、
智能建造、智能新能源交通等领域开展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发展，青岛同清湖氢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便是聚焦氢能领域的重要成果，打造氢能
产业链技术转化的平台公司。

淄博成为产业化重要一极

除了青岛，淄博是康普顿产业化布局的另
一重要基地。

今年上半年，康普顿投资的多家氢能企业
相继在淄博桓台县落户。同清湖氢能源科技
于 1 月份与桓台县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桓
台投资建设同清湖（淄博）氢能产业园；创启新
能催化科技有限公司在桓台设立全资子公司，
打造国内最大、最先进的催化剂生产项目；氢
启科技在桓台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电堆组
装、测试生产线。

其中，同清湖（淄博）氢能产业园是康普顿
在淄博发展的重要园区载体。项目计划总投
资 50 亿元，整合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等环
节，集成氢燃料电池核心材料与部件、氢燃料
电池系统以及氢能源汽车等方向。这些将与
桓台丰富的工业副产氢资源和氢燃料电池质
子交换膜、碳纸、膜支架等关键材料基础优势
叠加，构建起全产业链发展框架。

据公开报道，淄博在资源能源、产业基
础、技术优势及应用场景等方面具有一定优
势。近两年，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公布两批共
5 个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其中淄博是
目前全国唯一横跨京津冀、上海、广东、河
北、河南五大示范城市群的参与城市。在制
氢、储运、加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零部件、
氢燃料电池整车等领域，构建起相对完整的
产业链。

如在制氢环节，目前淄博氢气年产量约48
万吨，是 240 万辆燃料电池车一年的燃料使用
量。仅氯碱行业副产氢气年产量就达 3.2 万
吨，供氢成本持续稳定在35元/公斤左右，与其
他城市相比具有明显价格优势。

而在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上，东岳集团的
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已稳定量产，成为全球为
数不多掌握这一技术的企业之一。

本报讯 记者从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近日发布的公告获悉，特锐德控股
子公司特来电的全资子公司青岛特来电
科技，作为中标人联合体成员中标唐山市
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预计中标金额约为 1.8 亿元。特来电科技
将负责直流充电产品、交流充电产品、充
电箱式变电站以及充电系统的采购、生产、
供货等。

据悉，本项目涵盖了唐山市全域电动汽
车充电网的多种应用场景，是“新基建”和“双
碳”背景下地方政府布局城市充电基础设施
的创新探索。特来电中标该项目，进一步印
证了市场对公司充电网技术路线、两层安全
防护技术、充电站建设管理以及虚拟电厂业
务场景的认可。

根据充电联盟的统计，在公共充电领域，
截至2022年6月30日，特来电运营公共充电
桩 28.69 万台，其中直流充电桩数量 17.57 万
台，市场份额约为26%，排名全国第一；2022
年上半年充电量超 26 亿度，市场份额约为
31%，排名全国第一。

（孙 欣）

布局充电多应用场景
特锐德斩获亿元订单

氢能被不少人视为“终极”清洁
能源。在全球能源革命加速推进，
我国“双碳”目标加速落地的背景
下，越来越多企业想要在即将爆发
的氢能产业中分一杯羹。在众多跨
界氢能的青岛企业中，以润滑油业
务起家的上市公司青岛康普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无疑是十分进取的
那一个。

12月 5日，康普顿在投资者互
动平台上表示，目前其子公司氢启
科技已建成年产能100万片的膜电
极封装检测自动化产线，以及年产
能5000台的石墨双极板燃料电池电
堆全自动生产线。根据早前信息，
这两条产线均位于青岛市崂山区，
并于今年 11 月 9 日举行了投产
仪式。

随后的12月 9日，康普顿在其
发布的公告中显示，公司股东大会
已经通过新的投资计划，氢启科技
计划再斥资5亿元，在淄博桓台投建
新的氢启燃料电池电堆项目。项目
将分三期建设，周期5年。一期主要
建设氢燃料电池电堆生产线和电堆
检测线等，二期主要建设CCM（三合
一）涂布生产线、膜电极自动组装检
测生产线、电堆自动组装检测生产
线和电堆检测线等，三期主要建设
燃料电池系统集成生产线。

事实上，这一个月来的频繁动
作只是康普顿近一年多来大手笔布
局氢能产业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外
投资和股权合作，康普顿意欲构建
起氢能全产业链发展框架。

据证监会披露，宸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宸芯科技”）已于日前在青岛证监局进行上
市辅导备案登记，这家在车联网领域布局多年
的创新型企业，将冲刺科创板。

此前不久，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海湾化学”）和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电科思仪”）也完成上市辅导。

三家企业中，海湾化学是老牌地方国资代
表，宸芯科技与电科思仪均为“国家队”新秀。

独角兽宸芯科技：赋能智能网联车

宸芯科技是我国行业通信SoC（系统级）芯
片专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
注册资本 18.2 亿元，总部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
区，公司在北京、上海、西安和深圳等地设有分
公司及研发中心。

宸芯科技是中国信科集团的子公司，主要
布局光电子和集成电路产业板块。2019年宸芯
科技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双百企业”名单，获多
重资本入股，完成战略引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技术上，宸芯科技拥有集成电路领域百余
项专利，于 2022 年被评为山东省独角兽企业。
产品上，公司拥有芯片、模组和解决方案、技术
授权及服务、微系统集成四大产品布局，面向专
用通信、移动通信、物联网、车联网四大市场，在
众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居前。

车联网是宸芯科技的重要战略方向。C-
V2X（蜂窝车联网）技术作为推动汽车智能化与网
联化融合的重要支撑，已受到汽车工业界广泛认
可。宸芯科技是国内两家V2X（车联网）芯片厂
商之一，开发出国内首款LTE-V2X（车联网直联
通信系统）通信芯片，其基于4G通信技术的覆盖
广、容量大、可靠性高、移动性好等特性，有效支撑
C-V2X技术在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的应用。

2021 年 6 月，宸芯科技正式推出新一代车
联网芯片产品 CX1910 芯片，该产品在通信能
力、应用处理能力等方面均有所提升，能实现车
与车之间、车与路侧基础设施以及车与行人之
间可靠和低时延的数据通信，在智能驾驶、智慧
交通和智慧城市领域均有丰富的应用。目前，
宸芯 C-V2X 芯片及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四

大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无锡、天津、长沙、重
庆），支持全国超30个智能网联示范区，并针对
长隧道定位、大规模测试、自动驾驶等特定场景
发布了相应解决方案。

海湾化学和电科思仪：化工“老将”
和通信测试“新秀”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核心子企业，前身
是青岛化工厂、海晶化工，实际控制人为青岛市
国资委。

为推进上市进程，公司于2021年11月成功
引入“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和一家外资战略投资
者，释放股权比例 13％，实现上市前混改，并于
今年6月由“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整体改制
变更为“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海 湾 化 学 的 主 要 产 品 有 烧 碱 ，氯 乙 烯
（VCM）等，是硅酸盐行业先进技术的领航者。
主打优势产品是中高端的聚氯乙烯树脂，产品
具有质量高、消耗低、清洁环保的优势，每年产
能已达到80万吨，稳坐国内第一把交椅。

在当下化工行业处于高景区度，海湾化学
抓住国内外双市场资源，业绩节节攀升，2018年
至 2020年，海湾化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7.8亿
元、86.08亿元、85.8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41亿
元、3.81亿元、3.81亿元。

另一完成辅导的电科思仪原为中电科仪器
仪表有限公司，隶属于中电科集团，成立于2015
年 5 月 8 日，注册地位于西海岸新区。公司于
2020年完成混改和股份制改革，并更名为“中电
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科思仪主营电子测量仪器和器部件产
品，同时通过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为用户提供
订制自动测试解决方案。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卫
星、通信、导航、雷达、科研、教育等领域，并为载
人航天、探月、北斗、光纤通信、移动通信、大飞
机制造等国家重大项目提供测试保障。

作为仪器仪表科学事业的主力军，电科思
仪致力于电子测试前沿技术的探索和研究，实
现了高端重大科学仪器和通用电子测量仪器的
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2020 年，电科思仪获华
为6600万元入股，持股比例达8%。

“独角兽”宸芯科技启动上市辅导
海湾化学、电科思仪完成上市辅导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丁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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