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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国能总投资 25 亿元动力电池项目落户襄阳 

5 月 8 日，高新区管委会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国能电池将在高新区汽车工业园投资 25 亿

元，征地 200 亩，建设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动力电池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年生产能力 5 亿安时，可实现年产值 36 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产值 20 亿元。市委副书记、市长秦军，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伟出席签约仪式。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锂电池生产和销售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中国最早从事锂电池研发、

生产和工业化的原创团队。该公司落户高新区汽车工业园的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预计 7 月开工，建设产能 2 亿安

时，投资 12 亿元，新建厂区面积 8 万平方米，引进国际最先进的全自动进口生产及配套设备约 1200 台(套)，实现

年产值 15 亿元。 

在签约仪式上，秦军首先对国能电池项目的落户表示欢迎。他说，目前，襄阳从事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的企业及

院所达 30 多家，拥有 200 多项专利和实用技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渐趋完整、产品品系日渐齐全，一批企业的技术

和产品不断优化升级。襄阳已经初步形成了“两纵三横”(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池、驱动系统、控制系统)

的产业形态。此次国能电池项目的入驻，必将为襄阳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注入新的

活力。 

“襄阳将秉承‘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为项目创造最优良的环境、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让投资

者得到最丰厚的回报。”秦军希望，国能电池能够加强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健全产业链，促进产业集聚，进一步降低

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他希望国能在襄阳设立研发院，与襄阳的动力电池项目、新能源企业及本地相关高

校、科研单位加强对接，实现合作共赢。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伟表示，新能源产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朝阳产业，国能电池发展动力电池

项目也顺应了国家的政策导向。襄阳市委、市政府和高新区优厚的条件和贴心的服务，使我们坚定信心在襄阳投资

落户。下一步，国能电池将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加大产品创新及研发力度，助力襄阳新能源产业跨越发展。 

来源：华夏经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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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拟投 2.5 亿设控股新能源汽车公司 

阿尔特 5 月 6 日公告称，公司拟与成都工投新兴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工业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 亿元，其中阿尔特出

资人民币 2.5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5.56%。 

阿尔特表示，本次对外投资主要从事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系统的研发生产，有利于提高公司在这一领域的

竞争力，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来源：证券时报 

 

 

天赐材料:300tLIFSI 生产线料下半年投产 

 天赐材料(002709)5 月 9 日在互动平台上表示，目前在建的 300tLIFSI(双(氟代磺酰)亚胺锂)生产线预计将于今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LIFSI 目前市场售价居于 80-150 万/吨。据介绍，LIFSI 相较于六氟磷酸锂，在性能上有很大的优

势，未来在低温、高电压、高倍率电解液中有着广泛应用。 

来源：全景网  

 

 

优美科耗资 1.6 亿欧元增加 NMC 正极材料产能 

5 月 9 日，为满足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汽车电池材料的爆发性增长的需求，优美科集团宣布将加快投资增加

NMC(镍钴锰)正极材料产能。 

此次扩产项目将耗资超过1.6亿欧元，历时三年，分别将对位于天安市(韩国)以及江门市(中国)的现有厂房，以及

两个厂区的毗邻未开发地进行项目建设。同时配备最前沿的专利生产技术，优美科计划在 2018 年之前使工厂达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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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能的三倍，而且涵盖多种材料等级。这些材料将以汽车行业的最高质量标准为基准。新增产能将于 2017 年后半

年起逐步启动。 

来源：高工锂电网 

 

 

 

五龙电动车年产 15 万辆纯电动汽车项目落户贵安新区 

五龙电动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年产15万辆纯电动汽车产业项目也正式签约落户贵安新区。这标志着，五龙集

团缔造全球一流电动汽车企业的战略，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贵州省委省政府，贵安新区相关领导及韩国 SK 集团、三星 SDI、中信集团、五龙集团高层等出席并见证签约仪

式。签约仪式上，贵安新区管委会与五龙集团签署《贵安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一期投资合作协议》;新区开发投资

公司与五龙集团签署《贵州客车制造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新区管委会、五龙集团与省外 27家新能源汽车核心

零部件企业分别签署《配套企业战略合作协议》。意在通过同步引进相关配套企业，打造集纯电动汽车整车及核心零

部件协同发展的新能源汽车生态产业园。   

贵安新区与五龙集团合作共建纯电动汽车产业基地的建成投产，标志着贵州省、贵安新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进

入全新发展阶段，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抢占先机，站在“十三五”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将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积极抢抓“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重大战略机遇，

以新能源汽车等核心装备制造产业为重点，把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大数据有机整合，以大数据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

快提升，努力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的 4.0 版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在贵安新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之际，五龙集团带着“三电”核心技术及210项新能源整车制造专利技术来

到贵安，落户贵安新区，项目位于中国贵州贵安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北部园区，总投资50亿元，占地13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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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项目在 2016 年上半年破土动工，2017 年 12 月首台车下线。项目达产后，整车企业年产值 300 亿元以上，加

上带动的汽车相关配套产业，将形成千亿级的汽车产业生态园区。 

来源：搜狐汽车 

 

 

特斯拉推可升级电池 以后买车也能“应用内购买”了 

5 月 6 日，据科技网站 The Verge 报道，特斯拉一直是一家走在创新前沿的企业，该公司的车辆甚至装配了“可升

级”的电池。当然，这种“可升级”可不是把车开到 4S 换一块电池，相反，特斯拉用了软件升级的方式。 

软件升级成为新趋势 

就拿Model S来说，Model S 70搭载了一块 70kWh的电池组，续航能力为 240英里，如果你愿意多花 3000美元，

就可以买到搭载 75kWh 电池的 Model S 75，该车续航增加了 19 英里.不过两种车型在硬件上完全相同，是软件决定

了它们的价格和性能。 

初步接触这种定价模式，你会觉得很怪异，自己车辆的性能被限制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我认为这种方式在营销

和产品的高低搭配上非常有意义，特斯拉为汽车业趟出了一条未来之路。 

其实特斯拉的做法也不是业界首例，此前沃尔沃 XC90 要想用上 CarPlay 就得掏 300 美元升级费。而要想让特斯

拉帮你解锁 Autopilot 半自动驾驶功能，则需要花费 3000 美元。 

“所有权”概念的变化 

不过说到电池升级，事情就有些不同了。就拿 Model S 70 来说，其电池组上原本就有那多出来的 5kWh 部分，但

要想解开“封印”，就需要多付费。这种方式在汽车行业绝对是前所未见的，而且争议性十足。它扩展了我们对“所有

权”这一概念的认知，为什么已经买下来的物品，用户却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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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现实中这也不奇怪，毕竟此前许多性能车辆出厂时就被限制了马力，但到改装店后只要刷了 ECU 就能释

放原有的潜能。只不过特斯拉是进行官方升级，而此前大家都是找第三方机构。 

真正让人感到不自在的是特斯拉的售卖方式，它从传统的硬件升级改成了功能升级，升级车辆时你就像在解锁

游戏的新关卡。 

“应用内购买”模式将改变汽车产业 

放眼全球，汽车行业并不是第一个转换售卖方式的，我们熟悉的软件行业早就开始了尝试。此前，软件还是一次

购买，终身使用的。但眼下软件开发商正将其变成服务，付月费来获得激活密匙已经成了业内的新潮流。举例来说，

Spotify 的用户并不购买音乐，但他们付费后却可以随意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这种售卖方式的转变让整个市场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新的模式正在进入汽车行业。未来，“拥有”汽车的意义将发生巨大变化，制造商将为我们打

造一台台“封印起来的怪兽”，只有付更多的钱才能释放其潜能。 

 这样的售卖策略下，用户选起车来会非常纠结，但对于厂商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利好。它们无需再为高低配置车

辆的产能搭配费脑筋了，因为车辆的硬件一模一样。此外，在车辆升级换代时，特斯拉还可以直接解开低配版的软件

限制，省去了大量的研发经费。而且通过对升级费用的调整，该公司还可以灵活的调节自己的利润率。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和拼车服务的发展，未来，人们对汽车“所有权”问题的理解会发生重大转变。毕竟，若自动驾

驶和拼车服务得到普及，是否需要买车会成为人们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将汽车打造成具

有 LTE 功能的移动电脑并加装“车内购买”功能都是制造商无法逃避的进化之路。 

来源：中国电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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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 

GGII：2015 年中国公众锂电池公司毛利分析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调研显示，2015 年中国数码锂电池产值 405 亿元，同比增长 8%。数码市场增长

继续放缓，主要是因为数码终端市场(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移动电源)趋于饱和，对锂电池的需求增长有

限。动力电池产值 380 亿元，同比增长 262%，动力电池成为拉动锂电池产值快速增长的最大引擎。 

数码锂电池市场增速放缓，市场容量有限，企业数量多，竞争加剧，毛利走低。动力电池市场虽初具规模，但仍

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竞争格局、技术路线等仍不确定，电池厂商的毛利差距较大。具体来看： 

1)数码电池市场竞争激烈，毛利整体较低，在 10-15%，如卓能股份、维科电池、亿纬锂能等。2015 年下半年

受碳酸锂、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带动正极材料、电解液的价格上涨，使数码锂电池的成本上涨 5%-10%，数码锂

电池竞争从 2014 年开始就异常激烈，价格战严重，电池毛利一低再低。因此在成本上升、竞争依然激烈的环境下，

数码锂电池的毛利进一步下行; 

2)动力电池毛利率较高，在 20-50%，规模化生产、产品良率高、核心材料议价能力强的电池企业毛利率可到

40-50%。2015 年中国动力电池需求同比增长超过 300%，国内主流的动力电池厂商从 2015 年第二季度开始产

线满负荷生产，其产能利用率提升，分摊的设备折旧减少。2015 年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初具规模，规模效应初显，带

动电池的单位成本降幅较大。另外国内很多锂电池以电池模组的形式销售，其中 BMS 自行研发生产，电芯、BMS、

pack 的毛利累计后使电池组的毛利普遍较高。 

  

  3)无人机、航模、启停电源、电子烟等细分领域对电池性能要求较高，且从事此类电池生产的企业较少，竞争不如

移动电源、平板电脑等市场激烈，因此毛利高于普通数码电池，如天丰电源、海盈科技; 

2015 年中国主要公众锂电池公司的毛利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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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中国主要锂电池公众公司的毛利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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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整理  

来源：高工锂电网 

 

 

 

技术交流 

丰田研究镁电池获突破 或取代锂电池 

据国外媒体报道，丰田北美研究院周三宣布，工程师们已经发现了利用镁制作电池的方法，而现在人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手机、计算机和其它设备使用几乎都是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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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表示：“镁金属一直被认为是目前锂电池技术的一种更安全和能量密度更高的替代品。而目前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是如何从镁金属中提取能量。”该篇报告把“发现制作镁电池的方法”归功于丰田首席科学家兼化学工程师拉

娜-莫塔蒂（Rana Mohtadi ）。 

锂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着火，这样的特性令一些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车主、计算机使用者大失所望。

而且低电量的滴滴提醒声有时候也会吓到手机用户。 

锂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着火，这样的特性令一些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车主、计算机使用者大失所望。

而且低电量的滴滴提醒声有时候也会吓到手机用户。 

 

锂是所有金属中最轻的一种，其在自然状态下硬度较低，用一把切黄油的小刀就能毫不费力地将其切割开来。

镁则更重，因此能够储存更多的电量。 

该篇报告还不忘提醒电池用户现在激动雀跃还为时尚早，因为在镁电池上市前可能还需要 20 年时间进行研究

和开发。 

来源：中关村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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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钒液流电池成大规模储能技术新秀 

伴随着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微网和智慧能源的加速发展， 在提升可再生能源并网率、平衡电网稳定性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的储能技术越来越受关注。根据预测，到 2025 年，储能技术对全球经济价值的贡献将超过 1 万亿美元。 

在储能领域，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锂电池生产国，也是电网级先进大型储能技术——全钒液流

电池最大生产国。目前中国已 100%拥有全钒液流电池自主知识产权，且技术与应用规模均领先世界，其中依托该技

术生产的电解液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 90%以上份额。 

4 月 23 日，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推出清洁能源技术评估与推广平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大连融科储能公

司合作团队的全钒液流电池核心技术成为该平台首场活动对接项目。 

自主产权国际领先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大规模储能技术是可再生能源普及应用的核心技术，而在众多大容量储能技术路线中，全

钒液流电池已脱颖而出。大连化物所首席科学家张华民挂帅的全钒液流电池研发团队，目前已成功实施了近 30 项应

用示范工程，其中包括2012年实施的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5MW/10MWh辽宁卧牛石风电场全钒液流储能系统，在国

内外率先实现了该技术的产业化。当前正在实施的、由大连市政府支持的 200MW/800MWh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项目，

也已被国家能源局确定为国家储能示范项目。 

 

“2018年，我们将建成300MW/年规模的全钒液流电池产业化基地，届时电池的系统成本将下降到2500元/kWh，

电堆工作电流密度可以达到 180mA/cm2，中期成本目标将达到 1800 元/kWh。”张华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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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技部 973 液流电池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能源液流储能电池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华民

带领团队经过 15 年的研发，已形成包括液流电池批量生产、模块设计制造、系统集成控制在内的全产业链全钒液流

电池自主知识产权体系。迄今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86 件，国际专利 12 件，授权 111 件。 

据介绍，近年来，该技术体系斩获了国内外多个重大奖项，其中包括 2014 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15 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以及中科院“十二五”20项标志性重大进展成果之一等。作为国家能源液流电池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

单位，大连化物所和大连融科储能公司成为全钒液流电池多项国际标准的制订者。 

示范工程初见成效 

目前，液流电池技术已在国际市场得到认可。据记者了解，美国在其 2011 年储能发展规划中已将液流电池作为

首要支持发展的电池技术。美国 2012 年资助的 22 个储能项目中液流电池占到 12 个，且规模最大的也是液流电池。

加拿大安大略省 2015 年招标的 5 个储能项目中，液流电池技术中标了 4 个。 

“纽约消防局稍早前已批准钒液流电池可以用于商业、学校和医院，这是继铅酸电池之后，纽约批准第二个的电

池类别。钒液流电池的电化学可逆性能要超过我在实验室层面研究过的所有代表先进技术的电池。充放电循环次数

已经不是该电池寿命的决定因素。”美国能源部电网储能项目顾问、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电网储能原首席执行官杨

振国博士说。 

来源：中国能源报 

 

 

加州大学成功研发重复充电无损电池 

大家可能都发生过相机充电池越用越少的情况吧，而手机的情况就更普遍，目前不少智能手机在使用一段时间

后，电池的流失比一开始快得多。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博士生 Mya Le Thai 和她的

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近乎永续的充电池，可能是近年来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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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希望把纳米线(nanowires)应用到电池上，纳米线是一种比头发还要细几千倍的物料，若用纳

米线作导电沟道，这样的电晶体就会有良好的导电能力，但是它们太过脆弱，所以电池有一定寿命，技术一直没有新

突破。 

 

而Mya Le Thai则发现到，只要把纳米线涂在二氧化锰上，再用类似塑胶玻璃(Plexiglas)凝胶包裹，就可以大大加

强纳米线的强度。加州大学化学系主任 Reginald Penner 指：“仅通过使用这种纳米线电容器(PMMA)，充电池可以重

覆充电几十万次而没出现任何损耗。”而一般的充电池，最多只能重覆充电 5000 到 7000 次左右(或更少)在为期三个

月的测试中，团队把制成的电池重覆充电 20 万次后，也没法检测任何功能上的损耗。 

也许续航对于未来的数码产品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来源：it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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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宣传 

新纶科技之夜——中南大学 CIBF 2016 新能源校友聚会 

2016 年 5 月 25 日，“新纶科技之夜”--中南大学 CIBF 2016 电池行业校友聚会即将在深圳举行。中南大学冶金与

环境学院书记刘教授将为此次聚会致辞，此外，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张宝教授，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学

院教授陈立宝，冶金与环境学院教授郭华军，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唐有根，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副院长王红

强教授，应化所所长李庆余教授等 300 余位校友将参与此次聚会。 

同时，藉由本次聚会，刘书记将宣布成立“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院友会”，旨在加强中南人的联系，完成产学

研的进一步结合。 

诚挚的感谢冠名赞助商：新纶科技，主要赞助商：博力威、星城石墨以及诸暨帕瓦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感谢前海

新泰&深圳泰能的鼎力宣传。 

寄语：作为毕业的校友，为母校的不断进步与再创佳绩倍感自豪，同时也明确作为中南人的强烈社会使命感。希

望通过本次聚会能够汇聚电池行业的各届校友以及身后的优渥行业资源，提高中南大学在电池行业的影响力，引领

行业风向！！ 

PS：校友会报名链接：http://viewer.maka.im/k/3BTOFFS4  

来源：SAM 

 

 

 

招聘信息 

SAM 寻成长新鲜力量。 

年轻的 SAM 以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让你为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http://viewer.maka.im/k/3BTOFF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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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革命友情！更多的发展前途！更多的人间浓情！只要求你的加入能让我们的工作更 Easy! 

2016，SAM 诚邀年轻、有实力的你，共同打造中国领先的新材料商社，服务好供应商和客户！ 

 

销售工程师 

工作职责： 

1.能够独立完成产品在全国区域内的推广，根据产品性能准确定位客户端；   

2.解决客户端的材料使用问题，并且提出改善方案；                                                                     

3.发掘客户端的潜在需求，针对其需求提供研发建议，推荐产品； 

4.及时处理客户投诉，分析投诉根源，提出解决方案； 

5.定期进行市场分析以及产品销售预测。 

 

任职要求： 

1.积极有活力，能承受较大的压力，有较强的进取心，勇于挑战； 

2.有团队意识，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3.环保、化学化工专业毕业者优先。 

 

市场专员 

工作职责： 

1.根据公司安排或市场需求，寻找并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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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开发期：针对产品进行市场分析，整理产品市场报告，分析竞争对手产品性能及价格，分析新产品销售亮

点，进行供应商层面的沟通； 

3.产品导入期：对客户应用端进行了解，针对性进行新产品的推广以及导入； 

4.产品成长期：完善产品应用资料，整理对外产品信息； 

5.制定及实施市场产品推广活动； 

6.策划行业展会以及行业活动。 

 

任职要求： 

1.形象端庄，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团队意识； 

2.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发掘新产品机会，并找寻新产品供应商； 

3.能够独立完成产品由开发到导入的整体流程； 

4.能够根据产品资料确定产品应用端，找出目标客户； 

5.有油墨涂料行业和显示屏行业销售经验或者技术经验者优先。 

简历投递：  

联系人：Fern       电话：0755-29048870        邮箱：serve@samchem.cn 

来源：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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