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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在经历了次贷危
机" 欧债危机之后! 全球性的经
济衰退正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经
济体! 作为今日亚洲经济崛起的
主体! 目前中国经济同样正面临
着多重的压力# 面对如此复杂的
经济背景! 民企该如何破局$

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 起
源于学院! 发端于民间资本! 成
熟于市场化运营# 最初! 在缺少
政策支持和资本涌入的情况下!

这个行业沿着自己的轨迹! 自由
成长% 成熟! 因此被很多人称为
草根行业& 太阳能光热的草根属
性! 致使行业进入门槛低! 这一
点使太阳能光热的市场化进程变
得容易! 但是同时导致了行业市
场集中度不高% 市场竞争无序!

虽然充斥着数千家企业! 但是真
正做大做强与国际水平接轨的企
业! 屈指可数& 但随着行业的发
展成熟与行业规范的建立! 太阳
能光热市场发展促使行业已经进
入了理性化规范和调整时期& 中
国太阳能光热这个曾经的草根行
业! 正显示出自身独有的广阔市
场容量及价值&

如今的太阳能光热行业已经
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从 '跑马圈
地( 到 '规模化竞争(! 从无序发
展到细分市场! 未来行业的发展
趋势将是技术% 资本等资源向优

势企业聚合的 '聚变(! 以及产品
与市场进一步细分的 '裂变(#

作为中国太阳能热利用领军
企业及领导品牌! 日出东方)太
阳雨通过近年的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了企业综合实力的稳健提
升! 早在 "##$ 年日出东方太阳
雨即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颁发的中国名牌产品%其后!

通过一系列差异化发展策略! 抓
住各种机遇! 充分整合各界资
源! 先后完成连云港% 山东% 河
南等基地的全国产业布局! 并在
河南洛阳基地整合产业上下游资
源! 建成中西部中国太阳能光热
首条完整产业链! 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中新能源的典范#

面对规模化竞争时代! 规模
领先% 总成本领先已成为行业品
牌集中的关键# 基于上述因素%面
对未来! 太阳能光热还能做些什
么$ 光热企业如何突围$ 如何整
合社会资源$ 如何实现产业及企
业几何级增长$ 资本市场! 是一
条不可回避的道路# 由此! 日出
东方)太阳雨近年积极筹划推进上
市! 从 " 月 !$ 日顺利过会 &'(

申请获批! 到 )月份确定询价及
推介日期! $月份顺利完成路演!

确定发行价格! 再到 $月 "!日敲
锣上市! 最终日出东方)太阳雨借
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完成了企业的
转制运营! 一举成为我国太阳能
光热行业首家公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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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一提到太阳能! 社
会公众首先想到的是两个词 '太
阳能热水器( 和 '太阳能光伏(!

前者因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生活必需品进而广为人知*

后者则因为政府的高调扶持而备
受关注&

实际上公众熟知的太阳能
热水器属于太阳能光热领域! 目
前已经达到了千亿级市场! 但这
仅仅是整个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
冰山一角&

除了太阳能热水器及热水
系统之外! 太阳能光热在中温领
域可以提供热能! 在高温领域还
可以应用于热发电! 因此一个真
实的太阳能光热行业一直停留于
公众视野之外! 并不为外人所
知& 作为太阳能光热行业的龙头
企业! 日出东方)太阳雨长期致
力于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
工程系统" 太阳能采暖系统以及
太阳能制冷空调系统等太阳能热
利用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行业的
方向! 通过日出东方)太阳雨的

上市! 一个真实的" 全面的太阳
能光热行业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太阳能光热行业无论是市场
空间! 还是未来发展趋势! 都优
于其它新能源行业& 这个行业到
底有多大! 可以用庞大" 巨无霸"

无限大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 也
可以通过枯燥而真实的数据来表
述& 据太阳能热利用行业权威研
究机构太阳界蓝德智库的最新报
告显示+ 目前! *#!以下为低温
应用领域! 太阳能提供的热水广
泛应用于家庭" 宾馆" 学校" 饭
店" 养殖" 食品" 农业等民用或

商用领域的! 拥有千亿级市场规
模* *#!+"$#!为中温领域! 太
阳能提供的热能! 主要广泛应用
于采暖" 空调" 纺织" 印染" 造
纸" 橡胶" 海水淡化等生活和工
业领域! 中温应用市场将达万亿
级规模* 而以 "$#!以上的热发
电为主的高温应用市场! 将达数
万亿级规模! 堪称巨无霸市场&

$ 月 !, 日! 国家节能新政
再出!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安排
财政补贴 "-$亿元! 启动推广符
合节能标准的空调" 平板电视"

电冰箱" 洗衣机和热水器! 推广
期限暂定一年& 消息一出! 众界
沸腾& 据初步计算! 按补贴额度
!#.! 此次节能推广政策将会带
动近 /千亿元的节能家电消费&

这一利好消息! 对于中国太阳能
光热行业市场规模的提升! 对于
中国太阳能光热在资本市场的拓
展! 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 而
作为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登
陆沪市 0股主板的公众公司! 日
出东方)太阳雨迎来一个更美好
时代&

在中国! 历经三十余年发展
的太阳能光热行业选择在这个历
史时期上市! 有其必然原因! 而
商用和工业用市场的爆发式增
长! 是光热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
原因之一&

'成功进入资本市场对于太
阳雨的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将有
大量资本支持商用和工业用市场
的发展! 巩固并加强企业规模化
优势! 我们的行业地位和品牌优
势一定会进一步加强!( 太阳雨
执行总裁陈荣华! '面向未来万
亿级的应用市场! 日出东方)太
阳雨通过上市这一形式完成自身
的转型升级! 用投资守望生生不
息的绿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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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上午 1时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 随
着象征开市金色大锣的敲响! 我国首家太阳能光热企业在沪市 0

股主板正式挂牌! 中国太阳能光热第一股由此正式诞生& 作为国
内首家登陆主板市场的太阳能光热企业! 日出东方)太阳雨最终通
过 &'(完成了从民营企业向公众公司的改制转型! 借助资本市场!

实现面向未来 '万亿级( 市场的快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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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第""个 '全国
助残日(! 记者在海口市区走访发现!

多条路段的盲道上不是停着汽车"摩
托车!就是被摆放小摊点所挤占&

早上*点多!记者首先来到金盘
路附近采访! 记者看到这里有段盲
道被损坏没有修复& 当记者走到坡
巷路时! 一个不足$#米路段的盲道
上竟停放着十几辆车& 随后记者来
到城西路! 在城西路一超市门前看
到! 残疾人标识牌下停放着几辆电
动车!电动车下面就是盲道!狭窄的
道路上停放着电动车! 就是正常人
行走也很困难&

记者看到一男子将电动车停放
在盲道上! 上前询问电动车占压的
盲道砖是做什么吗$ 该男子回答+

'这是装饰吧$ ('排水的$ (记者又随
机采访了近!#位行人!其中有)个人
不认识盲道&

随后! 记者走访了在府城一家
盲人按摩店工作的盲人王师傅!他告
诉记者!他现在基本不走盲道了!沿
着马路行走反而觉得安全些& 盲道
本是为了方便盲人出行而建设的!现
在却成了盲人行走的障碍了& 他呼
吁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并对人
为挤占盲道现象进行及时整治!让全
社会都来关爱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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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不仅要说
'我爱你(!还要做到'我帮你(& 在
'全国助残日(当天!海口市残疾人
朋友纷纷前往海口市广场路参加文
化活动!并观看文艺演出&

上午1点)#分!记者从东湖桥经
过时!看到了感人的一幕+一位开着
残疾人代步车的阿婆准备从广场路
转向东湖广场!去观看文艺演出!在
经过东湖桥时!由于拱桥坡度高!开
了两次都没上去& 就在车辆快倒退

时!后面一位市民立即将车子挡住!

推着老人的代步车往桥顶走& 推到
桥顶时!又是一个下坡!担心惯性太
大! 另外一个市民也一起将阿婆的
车子抓住缓缓下行& 当阿婆的车快
下桥时! 阿婆向帮她推车的好心市
民说+'你们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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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第二
十二个'全国助残日(!海口
市开展文化助残服务一条街
活动& 海口市残联%卫生局%

司法局以及海南眼科医院等
部门在海口市广场路举办残
疾人作品展! 并为残疾人提
供就业和法律咨询服务&

当天! 海口市残联为全
市的残疾人免费发放了轮椅
和拐杖等辅助器具!##件&海
口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如
果还有需要轮椅的海口市户
籍的残疾人朋友! 请拿上户
口簿% 身份证和第二代残疾
人证! 直接到海口市残联康
复部报名登记! 并填写登记
表&然后就可以领取轮椅!但
是不能重复领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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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海口市
残联组织近/#名残疾人到世
纪公园植了!$棵树! 为海南
绿色崛起贡献一份力* 随后
又组织残疾人到南亚广场电
影院观看励志影片/飞天0&

!*日上午! 在电影院的
第一排坐着)个盲人大哥!他
们因视力障碍!就来听电影!

对此感到无比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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