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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碳达峰、

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推动下，氢能行业发

展也按下加速键，产业链上下游都呈现

出新的变化。

据了解， 目前国内制造氢气的能

源，正在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

源向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转变。 在新的

商业机遇下，众多光伏企业今年也纷纷

启动了制氢战略。

据中国氢能产业协会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国内氢气产量同比去年增加

了 25%，其中利用新能源制氢的比例同

比提高了 30%。

停用的生产线又重新开启

这里是江苏苏州的一家能源设备

制造企业，一位来自上海的光伏行业客

户正在和企业负责人商讨制氢设备电

解槽的订单问题。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双碳目标推动下，今年上半年他

们的氢气制造设备订单量出现了猛增。

不仅如此，不少客户对制氢设备的要求

也升级为大容量的。 而目前市场上比较

常见的是小容量的制氢设备。 面对这些

新的商机和变化， 企业也加快调整产

线、扩充产能。

氢气需求量的加大使得制氢设备

供不应求。 那么，氢气需求量提升的原

因是什么？ 记者深入下游环节燃料电池

和氢能汽车企业采访发现，电池和整车

不仅销量加大， 而且成本也在快速下

降。

在江苏的一家氢能燃料电池企业，

记者注意到，企业前两年停用的生产线

又重新开启，原因就是近期电池订单大

量增加。

有企业订单已经排到明年

在上海一家电池企业， 负责人表

示， 他们的电池订单已经排到明年，目

前正在扩大产能。 采访中不少企业表

示，一方面市场需求在快速增加，另一

方面，越来越多看到商机的企业不断加

入到氢燃料电池行业，而产业规模化的

持续提升和日益充分的竞争，也使得成

本和销售价格持续下降。

氢能市场的启动，也同样传导到了

氢燃料汽车的整车企业。 上海这家车企

的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自主研发

的第二代氢燃料汽车上市后现车已经被抢

购一空， 明年上半年的订单也已经被提前

锁定。同时，由于零部件成本的降低，近几

年，整车的价格也在持续快速下降。

加氢站加速布局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氢燃料汽车销

售持续升温的同时，作为必备配套设施

的加氢站也被提前抢滩，并且智能管理

系统将在北京冬奥会上实际应用，随着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 的即

将发布，氢能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

据了解，目前国内多地都把建设加

氢站列入当地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推

进。 广东佛山、安徽芜湖、河南郑州、山

西太原等城市的加氢站数量均已超过

30 个；布局加氢站运营的企业数量全国

也超过了 20 家，而在去年同期，还不到

10 家。 在这些企业中，不乏能源领域的

龙头企业。

记者发现，虽然目前氢能产业链在

快速布局，但氢能的运输被看作是当下

行业发展的一个痛点，其原因除了高成

本之外，安全问题最为突出，而这也是

全球氢能行业面临的难题。 据了解，基

于智能管理技术的一套氢能全流程管

理系统即将在北京冬奥会上亮相。 在北

京冬奥会氢能应用指挥中心， 记者看

到，这套管理系统涉及到制作氢、储氢、

运氢、加氢等全部环节。

政策助推行业驶入快车道

据了解，业内普遍关注的《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名单》即将由财

政部等五部委发布，政策推出的目的是

争取用 4 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构建完整的氢燃料电池汽

车产业链，这将助推氢能行业驶入快车

道。

据央视网

氢能行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迅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据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

TOP100 房企各梯队销售门槛依然

继续提升， 截至 7月末，TOP100房

企的销售操盘金额门槛同比提升

43.8%至 137.9 亿元， 增幅较 2019

年同期均有明显提升。

其中，TOP10 房企销售操盘

金额门槛达到 1753.2 亿元， 同比

增长 56.9%， 为各梯队中增长最

高， 可以看到行业龙头房企继续

保持规模优势。 TOP20 房企门槛

达 到 972.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5.5%， 为各梯队中增长中第二

高。 TOP30 房企门槛达到 673.3

亿元，同比增长 38.4%，增长幅度

不及 TOP100 房企。 截至 7 月末，

TOP100 房企的销售操盘金额门

槛同比提升 43.8%至 137.9 亿元。

克而瑞数据显示，7 月百强房

企单月实现销售操盘金额 8611.7

亿元。7 月百强房企单月成交业绩也

出现了同比低 8.3%， 较 2019 年同

期仍保持一定的增长，为 15.3%。

自今年二季度以来， 百强房

企单月业绩增速呈放缓趋势。 这

主要受房企货量供应不足、 部分

城市市场调整、 政策调控升级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 累计来看，今年

1-7 月百强房企累计销售操盘金

额，分别较 2019 年和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 32.5%和 29%，增速较 1-6

月有所降低。

多部作品霸榜海外，漫画家收入大幅提升

“国漫”火爆迎来丰收季

百强房企操盘金额门槛

升至

137.9

亿元

国漫《超能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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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漫《哑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国潮

风”是近几年火热的潮流趋势。 近日，中

国漫画（下简称“国漫”）更迎来了丰收

季。 在国内，国漫电影《白蛇 2：青蛇劫

起》票房突破 4 亿。 而在海外，多部国漫

作品荣登欧美日韩区域市场榜首。 据记

者了解，目前中国漫画行业不论是规模

还是数字化水均大幅提升，漫画创作人

收入也大幅提升。

国漫电影票房突破 4亿

进入 8 月暑假季，国漫产业可谓喜

事连连。据电影数据 App灯塔专业版显

示，国漫电影《白蛇 2：青蛇劫起》票房

于 8 月 5 日突破 4 亿，并保持着豆瓣

7.3 分、淘票票 9.2 分的高分好评，成

为“国漫崛起 ”路上又一里程碑式作

品。

据记者了解，《白蛇 2：青蛇劫起》由

追光影业 、阿里影业等出品 ，阿里影

业发行，对中国古代传说进行现代解

读，创新演绎了小青不弃执念历劫冒

险的故事。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影

片上映后首日票房达 5986.9 万元 ，

首日排片占比 42%，创国产动画电影

新纪录。

多部漫画走出国门霸榜

而在海外市场， 一直试图打入欧

美、日韩等漫画大本营的国漫同样迎来

了丰收。 快看是用户超过 2 亿的国内最

大国漫平台。 在近日的 2021 快看产品

升级发布会， 快看宣布其 2021 年初对

外发布的“哥伦布计划”在海外取得佳

绩：《超能立方》 登上日本 piccoma 平台

新作榜第一；《哑奴》 登上日本 comico

日榜第一；《闪婚总裁契约妻》登上韩国

naver 周榜第一、 韩国 kakao 周榜第一、

韩国 Qtoon 总榜第四、 英语圈 copin 总

榜第三；《一代灵后》登上英语圈 tapas 平

台付费版第一；《谷围南亭》 登上越南

pops 总榜第二。

快看还表示， 自 2018 年开始探索

国漫出海， 目前其已与全球超 70 个漫

画平台合作，涵盖日韩英法德西葡俄

等 12 个语种， 覆盖近 200 个国家和

地区。

一批漫画家月入超 5万

日本是动漫大国。 但根据快看在

发布会上透露， 目前在市场规模和数

字 化 程

度上， 中

国漫画已

经超越了日

本同行。

根据《2021

年中国动漫市

场分析报告》显

示，中国泛二次元

用户规模在 2020

年就达到了4.1亿

人， 其中60%为95

后用户群体。

快看创始人陈安妮在发布会上表

示， 杂志时代中国漫画家数量不足。

但现在单纯快看注册作者数量就超 10

万人。

据记者了解， 此前漫画家收入低

的问题也获得了改善。 据快看方面介

绍， 过去漫画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稿

费， 如今包括动画影视、 内容付费、

广告、 会员、 图书出版、 虚拟卡片、

IP 衍生等十余项收入源。

快看表示， 过去 3 年间， 快看累

计向作者发放稿费 7.8 亿元， 累计销售

图书 325 万册， 动画影视项目 60 个，

IP 授权超过 300 次。 快看表示， 平台

上诞生了一批年入超过 500 万的头部

作者， 并实现旗下签约作者平均月收

入达到 53604 元。 快看表示， 未来三

年将投入 10 个亿， 支持更多原创漫画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