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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潜力正
在释放，但业界始终担心的光
伏价格下调预期，似乎也离得
不远。

“国家一直强调会完善光
伏发电补贴标准，建立补贴逐
步下调机制，今年分布式发电
的大幅上马和市场的成熟，加
上弃光现象始终没有解决，这
都给补贴下调带来了机会。”一
位光伏企业人士刘先生表示。

补贴下调，或意味着企业
将承受较大的经营压力。记者
采访的行业人士中，大多认为
光伏发电当前想要依靠自己能
力去盈利，难度仍然较大。

刘先生以分布式发电为例
介绍，目前对分布式光伏发电，
主要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中的规定，
即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
全电量补贴的政策，电价补贴
标准为每千瓦时0.42元，通过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支
付，由电网企业转付。而目前
光伏发电企业的成本，则维持
在大约0.8元/千瓦时，这就意
味着消减了企业发电近一半成
本的补贴一旦下调，一些区域
的光伏企业，将受到明显打击。

事实上，早在去年，业界就
盛传光伏发电的补贴将有所下
调，此后，新建光伏电站的标杆

上网电价也分别调整为每千瓦
时0.65 元、0.75 元和 0.85 元。
刘先生称，河南长期享受1元/
千瓦时的上网电价，但目前已
下降到0.85元/千瓦时，这也使
得光伏电站项目更受到冷落。

在这个过程中，分布式光
伏项目则维持着0.42元/千瓦
时的电价。“不调整的一个原因
在于分布式光伏并网难度大、
配件质量风险高，但是从去年
开始，这些瓶颈正在逐步突破，
装机速度明显加快，也让补贴
下调有了可能。”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补贴下
调预期加大的同时，再生能源
就近消纳、储能技术正在成为
光伏发电新一轮的支持方向。
在装机量“优胜劣汰”的同时，
支持政策将向储能等行业领域
方向转变。

“对光伏发电来说，其循环
机制仍有待建立和健全。”张先
生认为，当前光伏发电市场正
在逐渐走向成熟，融资环境、企
业实力、运营经验都比前两年
有了很大提高，这给光伏市场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同
时，在补贴下调预期下，还要尽
快解决高光照时间通道拥堵、
电网负荷过大等基础性问题。

“包括新商业模式的探索、农村
电网改造等问题，都有待完
善。”张先生说。

金融豫军，将有一支重要的
力量“老树发新枝”。

8月7日，郑州市政府发布
《关于成立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
加快农信社改制工作，力争今年
年底完成郑州市农信社全部改
制组建农商行的任务，市政府决
定成立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筹建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改制组建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和事项。

记者从《通知》中获悉，此次
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常务副
市长王跃华担任组长，人行郑州
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波、河南银监
局副局长周家龙、市政府副秘书
长谷宏伟、市政府金融办主任郝
伟、市农信办主任舒洛建担任副
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市中级法

院、市检察院、市财政局、市政府
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的
17位成员。

河南是农业大省，而农村信
用社是河南最重要的涉农金融
机构，也是河南最大的金融机
构，市场规模占全省银行业的
17%。记者获悉，截至2017年6
月末，河南省农合机构资产总额
达15239亿元，存贷款余额分别
达12040亿元、6472亿元，分别
占河南省金融机构存贷款市场
份额的 20.24%和 16.36%。曾
在7月13日银行业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河南银监局副局长周家
龙指出，河南省已组建81家农
商银行，另有30余家已经达到
组建标准，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基
本完成农村信用社改制农商行
的工作。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主任陈益民在例行发布会上介
绍，河南省联社在推动农村信用
社的银行化改革中分三层次。
首先是县以及县级市的层次，计
划到今年年底前河南省108个
县以及县级市，争取全部完成组
建农村商业银行的任务。其次
是省辖市的层面，由市农信办代
表河南省联社执行一部分监管
职责，省辖市城区的农信社机
构，整合成1家省辖市市区农商
行，发挥区域牵头行的作用。最
后是省联社自身的改革，要朝着
企业化、市场化、去行政化的方
向，为小法人服务、建立后台服
务体系。

目前，河南省联社洛阳、许
昌、驻马店3个市地办事处已完
成撤销，9个审计中心全部建立，
省联社履职规范化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丁倩

8月5日下午，“天使大讲
堂”全国巡讲论坛在郑州慧谷
大创园举行，据悉，“天使大讲
堂”在全国已经走过了11站。
此次在郑州站，京北投资创始
合伙人桂曙光，同时也是天使
茶馆创始合伙人、中关村元和
天使研究会副会长，为河南投
资者及创客带来“天使投资的
机遇和挑战”主题演讲，旨在传
播和普及天使投资知识和运营
经验，让更多河南的投资者和
创客近距离接触投资行业最前
沿、最活跃的行业动态和运营
模式。

“资金和智能引领的证券
化时代正在走来。”桂曙光指
出，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社
会经过了工业化、城镇化和信
息化，而眼下正迎来资金和智
能引领的证券化时代。

“80年代初的时候，胆大
的人下海创业，做别人不敢做
的事，最后发财了。90年代，
有眼光的人通过政府拿到地，
通过银行拿到钱，大量盖房子，
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而到了
2000年左右，李彦宏、张朝阳
等一批留美互联网人才回国创
业，利用信息传递和团队智慧、
创新，创建了一批搜索网站，引
领了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桂曙

光说，现在大家手头多少都有
点积蓄，但创业机会相比以前
减少，很多领域已经发展成红
海。但仍有一批聪明的人，把
信息、创新、智慧、劳动力等资
源变成一种新的投融资模式，
充分发挥资本的价值，达到用
资金、资本理财来赚钱的目的，
这便是投资证券化时代。

此外，桂曙光指出，常识和
逻辑在投资中非常重要。他认
为，知识、经验、资源都是投资
人需要具备的能力，尤其是最
基本的投资常识和逻辑。投资
一定要投给比自己聪明的人，
投资人出钱、被投资者出力是
很好的搭档，而如果投资人既
出钱还要教别人怎么做，这就
犯了投资的逻辑错误。在桂曙
光眼中，拥有投资的基本逻辑
和常识，可以规避很多风险，但
逻辑和常识往往是在实操中逐
渐挖掘的。

“若自己出钱还出力成功
的概率是50%，那么找一个比
自己更聪明的团队来做，成功
的概率就可以提高到50%以
上。”桂曙光根据个人经验告知
现场的投资者和创客，他喜欢
投资年轻人，对于 40岁以上
的人基本不投，并且投资偏向
高学历人才，因为他们手中有
常人不及的资源。

光伏发电两极分化趋显
分布式发电爆发，集中式电站缓进

□本报记者 程昭华 文 白周峰 摄影

光伏发电两极分化

近两年快速建设的光伏发
电项目，正在呈现两极分化现
象。

近日，国家能源部正式发布
《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公布了
2017—2020年各省(区、市)新建
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规模。

其中，对于目前弃光限电严
重的甘肃、新疆、宁夏等地暂不
下达各年度新增建设规模，待弃
风限电缓解后另行下达。包括
河南在内的其他地区虽没明确
暂停，但也要求“根据本地区能
源规划、市场消纳等条件有序建
设”。

“暂建或停建的，主要是集
中式电站项目。”河南宏飞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赵先生向记者表
示，由于地面电站对组件、逆变
器等要求如今越来越高，向中东
部省份转移，是当前光伏电站解
决弃光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但由于中东部发电效率，远低于
新疆、青海等地，这对企业盈利
能力和行业发展提出了挑战。

他举例，一般宁夏的光伏电
站年平均利用小时数能达到
1400小时，青海能达到1600小
时，而河南，在1000小时左右。
同时由于河南土地成本更高，在
投资方面，也会比上述地区增加
不少成本。他坦言，前几年依靠
补贴政策，地面电站大幅上马，
如今市场上不少做电站的公司
都已经不再做集中式电站项

目。“集中式电站解决盈利问题
的关键在于技术层面，比如提高
光照转换效率和采用效率，才可
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土地等投资
成本上升带来的收益压力。但
技术升级不是那么迅速，这与弃
光一样，是目前集中式电站的难
处。”他说。

相比集中式电站的增量放
缓，分布式光伏发电，则由于不
存在弃光限电问题，且获得了诸
多鼓励政策，从去年开始突然爆
发。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
全国分布式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就达711万千瓦，同比增长2.9
倍。而近日，我省也印发《2017
年光伏扶贫工作推进方案》，通
过300千瓦以下的村级小电站，
实现大量农村屋顶的发电利用，
进行光伏扶贫。

“今年河南的新增光伏建设
规模，主要用在建设光伏扶贫电
站和农村能源革命试点方向。”
光伏行业市场人士张先生认为，
一方面，借助光伏扶贫以及农村
电力改革等契机，分布式发电在
农村市场能够迅速铺开；另一方
面，家用和工商业分布式领域的
成熟，也会把行业带上一个新市
场，这都意味着分布式光伏在一
定时期内仍将会快速增长。“这
与当初缺乏规划和考虑消纳问
题而出现降速的集中式电站建
设，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先生
说。

补贴下调预期加大

郑州农信社年底前将完成改制
□本报记者 丁倩

“天使大讲堂”
郑州巡讲投资经

光伏发电一定时期内仍将高速增长

□本报记者 杨霄

8月8日，网易考拉宣布为河南、浙江、广东等
国内7省市场提供跨境消费“次日达”宅配服务。
由此，打响了国内跨境电商行业的物流“提速战”
第一枪。

网易考拉海购国内物流配送负责人韩笑介绍，
此次网易考拉建成全国“次日达”配送服务体系，标
志着跨境网购服务标准的提升，“次日达”已开始成
为跨境电商行业的服务标配。事实上，支撑网易考
拉在河南投放跨境商品“次日达”宅配的关键，既是

本省所拥有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禀赋，又
是郑州在全国领先的“保税仓+高效清关”模式。

韩笑表示，依托河南省跨境保税政策提供的便
利性，通过“次日达”全国配送体系的建设以及“当
日达”配送服务的试点成功，网易考拉海购将为河
南跨境消费者持续提升物流体验的速度与质感。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在近期发布的
《2016—2017年度中国跨境进口电商发展报告》
显示，2016 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交易规模为
12000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33.3%。这意味着，
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交易规模跨入“万亿时代”。

跨境电商“次日达”宅配河南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