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陆一夫

北京时间 9 月 23 日凌晨，特斯拉将在股

东大会结束后举行“电池日”活动。根据早前特

斯拉公布的海报来看，这一次投资者活动的主

题或将是基于硅纳米线的全新电池。

硅纳米线是一种新型的半导体纳米电池

材料，近期已经将公司搬至特斯拉弗里蒙特工

厂附近的新型锂电池材料开发商 Amprius，在
硅纳米线材料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其研发的硅

纳米线电池能量密度更高，电池重量和体积更

轻小。

“许多令人兴奋的东西将在电池日上发

布。”距离“电池日”活动正式开始前，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一直预热，“这

一天将非常疯狂。”

特斯拉原定于今年 4 月举行“电池日”以

便向投资者介绍公司最新的电池技术成果，但

受新冠疫情影响，“电池日”的举行日期被多次

延期，最终推迟至 9月才得以举行。

外界对此次特斯拉的投资者活动抱有极高

的期待，特别是在传统车企纷纷向电动化领域

转型，特斯拉需要展示其在电池领域的技术实

力，以吸引投资者继续押注特斯拉。今年年初，

大众汽车公司专门负责电动车业务的董事会成

员 Thomas Ulbrich就曾表示，特斯拉在制造电

动车和软件方面的起步比竞争对手早10年。

新电池：“百万英里电池”登场？
在“电池日”举行前几天，外国媒体曝光了

特斯拉自主研发电池项目 Roadrunner 的产品，

该产品为一款圆柱形大电池，直径是目前特斯

拉正在使用的 2170 圆柱电池直径的两倍之

多。

目前 2170 型圆柱形电池的规格为直径

21 毫米、长度 70 毫米，这意味着大电池的电

芯体积是现有电芯的四倍。若该款电池能充分

利用，特斯拉的车型将大幅提高电容，减少电

芯和组装套的个数，降低成本。

另外，据路透社早前报道，特斯拉将在“电

池日”上推出“百万英里”电池，而且该型电池

或是与宁德时代联合开发。所谓“百万英里”电

池，是指在电池使用 100 万英里（约合 160 万

公里）后，仍然持有 70%以上的容量。

这一类电池的研发，宁德时代已有布局。

根据该公司早前披露的信息称，该款电池采用

自修复长寿命技术，可运行 16 年或行驶里程

200 万公里，成本相比当前电池增加不超过

10%，而且已经具备量产能力。

马斯克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斯拉有

望在 3 到 4 年内批量生产寿命更长、能量密度

提高 50%的电池。400Wh/kg 具有高循环寿命，

批量生产（不只是实验室生产）并不遥远。可能

需要 3 到 4 年。”目前特斯拉 Model3 使用的

2170 电池的能量密度约为 260Wh/kg，400Wh/
kg 意味着比目前的能量密度提高50%。

新材料：无钴电池登场？
马斯克一直希望降低动力电池的成本，原

因在于动力电池占电动车成本接近四成，要推

动电动车普及首先需要将其成本进一步降低。

因此，今年年初就有消息指特斯拉将采用宁德

时代提供的“无钴”电池，即磷酸铁锂电池。

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也曾在官方账号

上表示“无钴，不代表一定是磷酸铁锂”。

对于“无钴”电池的理解，外界认为这是指

剔除镍钴锰三元锂电池中的钴成分。在动力电

池中，钴的费用成本极高，动力电池厂商纷纷

研发降低钴比例的动力电池，从近年的 523 到

622 再到 811，钴的比例一降再降。

不过，磷酸铁锂电池也是另一种“无钴”电

池，而且其成本更低，但续航能力不如三元锂

电池。在马斯克看来，磷酸铁锂电池能够作为

三元电池产能不足情况下的有效补充。“磷酸

铁锂电池的成本优势部分被 Pack 后质量的增

加所抵消，因此磷酸铁锂电池 pack 后成本与

三元锂电池 pack 后成本接近。”

此外，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

克表示“如果您以环保的方式高效地开采镍，

特斯拉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您提供一份巨

额合同。”

镍可以提高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因此高

镍正极材料（NCM811 和 NCA）被认为是未来

动力电池的发展趋势，特斯拉和国内主流电池

厂都在推动高镍电池材料的发展和应用。从

2018 年开始，高镍渗透率不断提升，高工锂电

预计 2020 年国内高镍 NCM811 及 NCA 市场

应用占比有望达到 26.29%，对应正极材料需

求量约 7 万吨，2025 年占比有望超过 60%，对

应正极材料需求量近 40 万吨。

据外媒消息称，特斯拉正在与加拿大矿业

公司 Giga Metals Corporation 谈判，拟购买低

碳镍金属。一旦消息属实，镍的需求量或将出

现大幅增长，财通证券在研报中预计，镍在动

力电池需求量将从目前的 4 万吨增长到

2030 年的 80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35%。

还有一件事：
电池回收或成一大亮点

除了发布新款电池外，特斯拉近日还上线

了电池回收计划。其官网介绍，特斯拉的锂离子

电池使用的材料可以回收再用，“电池材料经提

炼制成电池，在使用寿命到期时仍保留在电池

芯内，届时可提取有价值的材料供再使用。”

此前马斯克曾表示，特斯拉的动力电池的

寿命约为 30 万-50 万公里，如需要更换，电池

价格根据车型不同有所不同，价格在 3000 美

元-7000 美元之间。

无独有偶的是，特斯拉前首席技术官 JB
Straubel 创立的公司 Redwood Materials 就是专

注电池回收技术，而且该公司的地址就在特斯

拉工厂的附近。JB Straubel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就表示，Redwood Materials 是“反向超级

工厂”，该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回收电池，然后再

次提供如镍，钴和锂等电池材料，从而降低动

力电池的价格。他表示，未来几年内被淘汰的

动力电池可以从电动车处剥离，并回收以用作

其核心材料，重建新的动力电池———在这一个

闭环中，几乎不会浪费任何材料。

不过，有意思的是，Redwood Materials 近期

得到了亚马逊“气候承诺基金”的注资，而马斯

克和贝佐斯正是死对头。今年 6月，亚马逊宣布

设立规模为 20亿美元的“气候承诺基金”，支持

可持续技术和服务的发展，目标是使亚马逊和

其他公司能够在 204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除

了贝佐斯，Redwood Materials 也得到微软创始

人比尔·盖茨的支持。 渊据新华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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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产量最大
新油田群投产
年产量够400万辆车
用一年

由天津港保税区企业海洋石油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 EPCI（设计、采购、建造、安装）

总包的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开发工程项

目———流花 16-2 油田群开发项目 9 月 20 日

顺利投产。项目投产后，高峰年产量预计可达

420 万方，能满足约 400 万辆家用汽车一年

的汽油消耗，是我国目前在南海开发的产量

最大的新油田群。

据了解，流花 16-2项目位于南海珠江口

盆地，项目平均水深 420 米，创下我国海上油

田开发水深最深、水下井口数最多纪录。据了

解，项目建设过程中，海油工程首次完成国内

应用水深最深、系统最复杂、结构最庞大的

FPSO（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EPCI 工程总

包，首次自主建造集成世界上技术最复杂、集

成精度最高的单点系泊系统，并首次自主承

担完整的深海油气田水下设施安装工程，标

志着我国大型 FPSO 高端制造能力和深水施

工技术已取得新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油气田开发工程

项目不同，流花 16-2 项目采用全水下生产开

发模式。为此，流花 16-2 项目团队自主研发

设计了“海上油气处理工厂”———“海洋石油

119”FPSO。在建设过程中，海油工程充分发

挥 EPCI 总包管理优势，进行关键技术和管

理难点攻关，先后突破 130 毫米超大厚板焊

接、大型复杂单点毫米级高精度控制、超高精

密滑环集成等 10 多项关键技术，完成 30 多

项工艺创新，各项质量指标均超过项目质量

目标要求，并克服了新冠疫情影响，提前 40
天完成单点集成工作，刷新了国际同类单点

的最快集成纪录。

“项目团队仅用 8天就高效完成 9 条系泊

锚链的回接工作，创造了国内最大水深锚系安

装新纪录，使这艘‘海上油气超级工厂’成功在

南海安家落户。”流花 16-2总包工程项目组总

经理齐金龙说。在整个海上安装过程中，海油

工程还填补了首次深水 PLET（海底管线终端）

舷侧安装、深水管缆垂直铺设、深水动态管缆

安装、全面自主水下管缆及生产系统调试等

10多项国内深水施工技术空白。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毅

表示，流花 16-2项目成功建成投产，进一步完

善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深水油气开发工程技

术体系。海油工程将持续强化深海油气资源开

发核心技术能力，争当科技创新发展和海洋油

气增储上产的排头兵，推动海洋石油工业高质

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渊新浪财经冤

特斯拉电池日前瞻：
超长寿命电池将消灭燃油车？

推动高质量发展“湘”当有作为
■ 丁锡国 席敏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秋日

的三湘大地，青山滴翠，田野金黄，如诗如画。

“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

高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

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湖南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南考

察时这样强调。

发展先进制造业挺直实体经济的脊梁，

不断创新解决一批“卡脖子”技术问题，扩大

开放敞开胸襟打开视野……三湘大地上高质

量发展故事持续书写，昂扬奋进的号角已经

吹响。

挺直脊梁
几个月前，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防疫

物资一度四处告急。近 7000 万人口的大省，

湖南却没有一家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

危急时刻，湖南迅速组织有条件的企业

转产转型。很快，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湖南

制造”的防护服等医用物资，不仅满足了省内

防疫需求，而且支援国内外，为全国全球抗疫

做出了贡献。

最紧急时刻，湖南之所以能够破解最紧

缺物资“卡脖子”难题，得益于扎实的产业基

础。

这些年，以更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湖

南持续推进 100 个重大产业项目、100 个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100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建

设，引进 100 个 500 强企业、100 位科技创新

人才。上半年，“五个 100”项目完成投资 781
亿元，同比增长 17.5%，既有力支撑了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又为有效应对

发展不确定性打下坚实基础。

曾经，一些地区和企业谋算着要靠炒房

产、炒股票，赚“快钱”。面对“脱实向虚”的杂

音，湖南省委省政府态度坚决：“绝不能把实

体经济搞虚了、搞少了”。当长沙楼市兴起投

机苗头时，又果断发出反“炒房”鲜明信号：

“长沙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不能成为投机

者的乐园；要成为创业者的乐土，不能成为投

机者的福地。”省内最大国企华菱钢铁集团，

一度想剥离钢铁主业，置入金融资产。省委省

政府果断终止其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推动做

精做强钢铁主业。

曾经，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企

业遭遇市场疲软，一度迷茫、动摇。岔路口上，

湖南省委省政府为其指点迷津：不是市场不

行了，而是到了调整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新阶段，为此，政府和企业都要坚定信心。三

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省里要求我们建设

‘百年老店’，鼓舞了我们，也使我们沉下心

来，专心致志抓研发、抓智能制造。”

产业是发展之基，如今的湖南，轨道交

通、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 11 个新兴优势产

业，已分别形成上千亿元规模，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基础格局已经显现。

挺起胸膛
市场竞争，拼的是实力，比的是创新。身

处商海，许多企业家都有被人“卡脖子”的经

历，因而对掌握核心技术更加渴望。

今年 8月，众多行业专家会集位于长沙的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探讨智慧工地前沿趋势及

应用实践。随着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现场管理可

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实时可视化，使得工地

成为一个有感知、有“生命”的有机体。

这是又一个行业前沿领域。历经 13 年，

铁建重工就实现了国产高端地下工程装备从

“跟跑”到“领跑”的逆转，甚至在一些领域进

入“无人区”。

10 多年前，我国城市地下交通、隧道施工

的大型施工装备全依赖进口，工程建设常受掣

肘。如今担任铁建重工董事长的刘飞香，多年

负责工程建设，没少受气，外方经常提出非常

苛刻的条件。最终，刘飞香带领他的团队走上

了自主研发之路。至今，他们研制的能够填补

国内甚至国际空白的产品，已有 100 多项。

2017年，铁建重工首次进入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强榜单，成为全球行业领先的企业之一。

不掌握核心技术，就难免被人“卡脖子”，

受“窝囊气”。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湖南政府和

企业更加明确了追求的方向所在、目标所在。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取得 120 项重大原创成果

和前沿技术，解决了一批“卡脖子”问题，为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能。

正在建设的岳麓山大学科技城，作为湖

南创新驱动发展重大平台，令人期待。美丽的

岳麓山下，分布着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等 20 多所高校院所，是自主创新策

源地、科技成果转化地、高端人才集聚地。围

绕建设最美大学城、领先科技城、一流创业城

目标，湖南正在举全省之力，破除各种各样的

“围墙”“堵点”，努力推动高等教育、科技创

新、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可以预见，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湖南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将更加澎湃。

打开眼界
在国家战略中，湖南的区位价值是什么？

有人曾说，湖南没有区位优势，对承接产业转

移信心不足；有人曾叹，湖南不沿海、不靠边，

在扩大开放上难有大作为。

理念一变天地宽。在全国经济版图上，找

准独特优势———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

经济带结合部”，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湖南发展动力活力不断增强。

开放创新视野和胸襟日益开阔。

“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对接 500 强、

提升产业链”“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开

放崛起行动，一个紧接一个，随之而来的，是

沿海地区电子信息、智能家居、服饰等产业成

建制、整链条地向湖南转移。产业基础相对薄

弱的湘南湘西，抓住机遇引进产业链中的领

军企业、关键企业，往往带动几十家甚至上百

家企业集群入驻、抱团发展。

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发展，历经几十

年探索，区域竞争力、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现

已具备在更高起点上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良好条件。根据最新规划，到 2035 年，这一

区域将成为中部地区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现代化城市群。

主动作为破解发展难题气象日新。

一家台资企业，投资 180 亿元，在岳阳建

设年产 1300 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从开工建

设到投产运营，用时仅 270 天，创造了该企业

全球工厂建设最快纪录。但谁也没有料到，今

年 1 月初，项目正式量产，仅仅 20 多天后，疫

情突如其来，企业被迫停产。

为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今年 2 月中旬，

岳阳市专门成立由市委副书记担任组长、各

县市区党委副书记为成员的招工领导小组，

精准发力，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

短短两周，为这家企业招聘 2800 多人，使其

在最短时间内复工复产。

今年以来，尽管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洪灾，一场硬仗接着一场硬仗，但湖南各项工

作始终有条不紊。上半年，在全国经济总量 10
强省份中，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增速均

居第 1 位。至今，已有 17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投资湖南。湖南进出口增幅连续 3 年居中部

省份第 1 位。

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有新

旧发展动能的接续与转换，湖南拥有了蓄势

赶超的更大可能。 渊据新华社冤

热点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