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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锂电市场逐渐饱和背景下，欣旺达、德
赛电池等锂电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储能赛道，力图
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1月20日晚间，德赛电池、欣旺达相继公告其在
储能领域的新动作：德赛电池计划投资75亿元建设
储能电芯项目；欣旺达宣布与中能绿慧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拟在储能、光伏发电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看好储能前景
锂电企业加速布局

根据欣旺达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欣旺达综合能
源和中能电气全资子公司中能绿慧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未来双方拟在光伏发电和储能及综合能源服务
等业务进行深度合作。具体来看，在储能业务合作方
面，双方约定中能绿慧在采购所需的储能产品及集控
平台等产品时，优先采购欣旺达综合能源产品等。

资料显示，欣旺达综合能源主要以锂电池储能
集成及应用技术为核心，专注于电力、网络能源、家
庭储能及便携式储能领域。此次与中能绿慧的合
作将有利于公司储能产品及集控平台等产品的销
售，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利益水平。

此前2021年12月14日，欣旺达公告称，公司拟
通过子公司欣旺达汽车电池投资 200亿元，建设枣
庄 30GWh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根据测算，项目达
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200亿元。

德赛电池则宣布与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德赛电池储能电芯项目入园协
议书》，拟在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控股
子公司，并建设“德赛电池储能电芯项目”，项目计
划固定资产投资75亿元，设计产能为20GWh，全面
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120亿元。据悉，在此之
前，德赛电池的储能业务主要为封装业务，未涉及
电芯领域。

无独有偶，上述两家公司均看好储能的广阔前
景。欣旺达此前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曾
表示，光伏配储能业务是公司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的
业务板块，虽然目前储能业务的收入占整体营业收
入比例较小，但随着储能市场持续向好，该板块业
务未来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德赛电池曾公开表
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占比将快速提升，储能
作为其重要配套设施也将迎来快速增长，储能电池
市场是公司未来重点开拓的业务领域。

“储能市场正处于萌芽期，发展机会巨大。”北
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祁海珅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新能源汽车对于高
能量密度电池的庞大需求，带动了电化学储能电池
的技术进步，锂电池储能技术在加速产业化，储能
电站的新商业模式也在快速拓展和实践中。以锂
电池为驱动力的“新能源汽车+储能”极可能成为我
国新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锂电池企业发展储能业务几乎是
一个必然趋势，对于锂电企业而言，发展储能业务
有利于构建产业链循环。

打造第二增长点
获基金积极“捧场”

锂离子电池在储能市场中占据主流地位，为德
赛电池、欣旺达等锂电企业切入储能赛道带来一定
优势。

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
会统计，在当前的国内电化学储能市场，磷酸铁锂
电池占比近 90%，是主流技术路线，也是商业化进
程最快的技术之一。

泓达光伏创始人刘继茂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电化学储能市场以锂离子电池储能为主导。电化
学储能是储能市场保持增长的新动力，随着电化学
储能技术的不断改进，电化学储能系统的制造成本
和维护成本将不断下降、储能设备容量及寿命会不
断提高，电化学储能将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成为中
国储能产业新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欣旺达、德赛电池等企业加码
储能赛道也有业绩层面的现实需要。欣旺达日前
公布的业绩预告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98亿元至5.58亿元，基于公
司 2021年前三季度已经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母净利润4.51亿元，因此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或
出现亏损；德赛电池预计 2021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50亿元至 8亿元，同比增长 11.99%至 19.46%，但
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其完成对两家子公司少数股东
权益的收购。

目前，储能已从“商业化初期”迈入“规模化发
展”新阶段，有机会成为企业的第二增长点。据了
解，2020 年，电力储能项目装机的同比增长率为
136%，电化学储能系统成本也突破 1500元/kWh的
关键拐点，储能锂电池进入快速发展期。事实上，
不仅是欣旺达、德赛电池，近日比亚迪和一汽集团
成立的合资公司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
业务也涵盖了储能电池。

锂电企业多元化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一些明星
基金经理的关注。由冯明远管理的信达澳银新能源
产业日前公布2021年四季度报告，前十大重仓股中
新出现了欣旺达的身影，持仓数量为605.89万股，市
值约为2.55亿元，占基金净值的1.46%；周应波管理
的中欧创新未来2021年四季度末新增前十大重仓股
中，出现了德赛电池的身影，持仓数量为 651.98万
股，市值约为3.80亿元，占基金净值的3.38%。

周应波表示，其看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10%之后的加速增长，也看好光伏在发电侧的全面
普及替代、新型储能在改造电力系统中的巨大潜力。

消费锂电企业加码储能赛道
瞄准增量市场打造第二增长点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是
上市公司重要的利益共享机制，是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功能的重要制度安排。《证券日报》
记者从深交所获悉，2021年，深市
上市公司共推出股权激励计划419
单，涉及股份数量 631774.62万股；
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141单，涉及资
金总额 204.2亿元，涉及股份数量
185649.5万股。

“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是
上市公司稳定人才队伍、建立长效
激励机制的重要工具，股权激励主
要面对公司中高层及核心骨干，员
工持股计划则是普惠性质，覆盖范
围更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董忠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通过股权激励和员工持
股计划，可以使公司、股东、员工等
各方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利益共享
和风险共担机制，有利于实现多方
共赢，增强员工凝聚力，提升公司
竞争力；有助于公司长远稳健发
展，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的功能。

受益员工数量多
侧重长期激励

据统计，2017年至 2021年，深
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数量分
别为 280单、281单、218单、264单
和 419单，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数量
分别为164单、96单、88单、89单和
141单。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和员
工持股计划数量较 2020年分别增
加 58.71%、58.43%，市场活跃度明
显提升。

具体来看，2021年，深市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呈
现三个特点。

受益员工数量多，创新型公司
积极性高。2021年，深市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涉及公
司员工共18.04万人。技术密集型
产业居主导地位，特别是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等，合计推出股权激励方案 227
单，占方案总数的 54.18%，推出员
工持股计划 81 单，占方案总数的
57.45%。

侧重长期激励，稳定未来发展
预期。2021年，深市公司推出的股
权激励计划平均有效期限为 4.62
年，有效期在 4年及以上的激励计
划有 393 单，占当年推出方案的
93.79%，有效期在 5年及以上的激
励计划共 222单，占当年推出方案
的52.98%。

收入利润增长，激励赋能效果
显现。据统计，2020年深市实施股
权激励的公司，剔除个别公司后，
2020年、2021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 12.17%、38.75%，净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4.79% 、
26.75%，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均高
于深市平均水平。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
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能将公
司、股东、员工利益一致化，形成企
业成长红利的长期共享机制。能
减少企业当期薪酬支出，提高发展
的资本投入。能够赋能关键少数，
强化企业向好发展的市场信心。

新型激励方案涌现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成主流

与此同时，2021年是创业板股
权激励机制改革并完整实施的第
一年，本次改革引入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模式，同时在授予价
格、激励对象、激励规模等方面优
化制度安排。2021年以来，创业板
新型股权激励方案持续涌现，市场
热情持续高涨。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成主流选
择。2021年，共有 171家创业板公
司披露 238单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其中174单方案使用第二类限制性
股 票 作 为 激 励 工 具 ，占 比 达
73.11%。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允许

公司在满足相应获益条件后，将授
予股份分次登记至激励对象名下，
突破了 60日内完成授予登记的限
制，同时对于登记时任职期限已达
到12个月以上的激励对象，其实际
获授权益登记后可不再限售。

放开“自主定价”，方案更加灵
活。新规允许创业板上市公司对限
制性股票进行自主定价，同时要求
财务顾问就定价合理性发表意见。
2021年，共计有30单限制性股票方
案授予价格突破 50%折扣限制，涉
及标的股票19444.41万股。

放宽激励对象和激励上限，加
大对人才的激励效果。创业板股
权激励制度改革后，允许持股 5%
以上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女成为激励对象，并将股
权激励上限从 10%提升至 20%。
2021 年，共计 52 家创业板公司的
激励对象包括上述主体，另有18家
公司累计激励权益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0%。

董忠云认为，通过灵活多样的

激励方式，创业板上市公司能更好
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充分激发员
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企
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助力经济
转型，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高市场包容度
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监管护航，
2021年，深交所坚持以信息披露为
核心，加大对异常情形的监管力
度，引导上市公司合规实施股权激
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同时加强业务
培训，促进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田利辉认为，在监管推动下，深
市上市公司能够既重视员工激励，
又防止内部人员利益输送；既强调
激励方式的灵活性，又重视计划方
案的规范性；既重视核心团队，又兼
顾一般员工；既强调激励方案的实
际力度，又重视持股计划的认可度
和利益共享。可以说，股权激励和
员工持股计划已经成为深市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
据了解，在提升服务质效方

面，深交所通过董秘资格及后续培
训、独立董事培训、“关键少数”培
训、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培训及
股权激励专题研讨班等形式，充分
利用“深交所创新成长学院”在线
学习平台，夯实公司规则意识、提
升实施效率、树立对股权激励和员
工持股的正确理念，引导公司将股
权激励与公司战略挂钩，真正服务
于长远发展。

深交所表示，下一步，将坚持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
方针和“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
管理念，持续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结合案例实践、市场需求，进一步
增强制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
场包容度，切实提高一线监管质
效，支持引导上市公司合规高效实
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充分
发挥中长期激励作用，推动上市公
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
战略和实体经济。

去年560单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
助力深市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多方共赢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距离春节还有一周，春节档预
售正式开启。灯塔专业版数据显
示，截至 1月 23日 20时，2022年春
节档预售总票房（包含点映）正式突
破 1亿元，达 1.32亿元。其中，《长
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
桥》）预售票房遥遥领先，达 4500万
元，排片场次达7万场。

“综合影片、环境等多方因素
考量，预测春节档票房会在 70 亿
元-80亿元之间。”灯塔研究院行业
分析师张荣棣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档上
映影片中，喜剧片的份量显著下
降，首次出现了非喜剧类型的头号

种子，延续了 2021年整体电影市场
用户对电影的类型偏好，主旋律影
片的强势发力或将成为今年春节
档的最大特点。

在经历多部电影撤档后，截至
目前，仍有 8部电影计划于 2月 1日
农历大年初一上映。从预售排名来
看，排在前五的影片分别是《水门
桥》《奇迹·笨小孩》《四海》《这个杀
手不太冷静》和《喜羊羊与灰太狼之
筐出未来》，5部电影的预售成绩分
别为 4521万元、2191万元、1600万
元、1571万元及1213万元。而目前
排在预售榜末位的是《小虎墩大英
雄》，预售成绩不及40万元。

张荣棣告诉记者，纵观今年春
节档头部影片，“挑大梁”的演员

更年轻了，《长津湖之水门桥》《奇
迹·笨小孩》的主演之一易烊千
玺，《四海》的主演刘昊然、刘浩
存，《狙击手》中的新人主演陈永
胜，都是“95 后”年轻演员。春节
档作为年度最重量级的档期，上映
影片中演员的年轻化也体现了年
轻一代演员的飞速成长。

“此外，今年春节档的动画电影
较多，亲子类动画有《熊出没》和《喜
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两大国
民 IP同台竞技，还有《小虎墩大英
雄》这样的短视频平台孵化 IP的首
次电影化，值得期待。”张荣棣进一
步表示。

一位北京地区的院线经理对记
者表示，春节档排片工作已经开启，

“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疫情反复，
最担心的是春节期间会限制上座
率，因此在配合宣发工作的同时，也
在积极进行消杀工作。”

排片方面，灯塔专业版数据显
示，2月1日《水门桥》排片占比达到
26.7% ，其 次 为《奇 迹·笨 小 孩》
（21.8%）、《四海》（16.8%）、《这个杀
手不太冷静》（14.3%）、《狙击手》
（10.3%）。值得一提的是，排片只有
3.8%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
来》预售成绩不俗，或成为春节档小
黑马。

“今年春节档没有悬念，最强的
电影应该是《水门桥》。”上述院线经
理认为，《水门桥》前作《长津湖》创
下国产电影票房纪录（57.75亿元），

该片在预售层面表现尤为突出，因
此在排片上给予了更多份额。

资料显示，《水门桥》背后涉及7
家出品方及 1家发行方，包括博纳
影业、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集
团、阿里影业等影视巨头，其中，博
纳影业还兼顾发行。值得一提的
是，除《水门桥》外，今年春节档大热
影片《四海》背后也有博纳影业的身
影，该影片出品方之一新疆博纳润
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博纳影业子
公司。

往前追溯，过去一年，博纳影业
参与推出了《中国医生》《我和我的
父辈》及《长津湖》等影片，这三部电
影累计票房收入达 85.8亿元，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

《水门桥》助推春节档预售破亿元 博纳影业有望成最大赢家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张 安

1月21日晚，江苏瑞科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科生物”）向
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摩根士丹利、招
银国际、中信证券为其联席保荐人。

若瑞科生物成功登陆港股，将
会成为港股疫苗板块中为数不多的
标的，同时也将获得“港股HPV疫苗
第一股”的称号。

核心产品未上市
公司连年亏损

瑞科生物成立于2012年，从事
创新型疫苗的生产制造，拥有新型
佐剂开发、蛋白工程和免疫评价三
个技术平台，是为数不多可以自主
开发新型佐剂的公司。同时，公司
共有12条疫苗管线，包括HPV疫苗、
新冠疫苗、成人结核病疫苗、手足口
病疫苗、流感疫苗等。

据此次招股书显示，瑞科生物
产品线中进展最快的是HPV疫苗和
新冠疫苗。

目前瑞科生物的九价HPV疫苗
处于III期临床阶段，预计2025年提
交上市申请。据悉，国内同处此阶
段的企业还有博唯生物、康乐卫视、
万泰生物等，但综合来看，市场竞争
激烈度不大。

同时，公司的重组蛋白新冠疫
苗ReCOV和mRNA新冠疫苗R520A
也已进入关键研发阶段，预计2022
年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2022年
1月14日，瑞科生物宣布，菲律宾已
批准新冠疫苗ReCOV开展II/III期临
床研究。

一位医疗行业从业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瑞科生物的新冠疫
苗R520A对奥密克戎毒株有效性明
显，且作为冻干剂型mRNA疫苗，更
易于储存和运输，这也成为其独有
的竞争优势。

虽然公司看似占据了领先优

势，但瑞科生物目前并没有进入批
准商业化的产品，且在盈利方面表
现欠佳。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
以及2021年前9个月，公司亏损总额
分别为1.38亿元、1.79亿元及5.2亿
元；同期研发成本分别为6330万元、
1.31亿元及3.72亿元。

红杉资本等
多家知名机构投资

作为可以有效预防癌症的疫
苗，HPV疫苗的市场需求极其旺
盛，且获得政策层面的大力鼓励。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上市的HPV疫
苗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
据东北证券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HPV九价疫苗的市场规模达
131亿元，预计该规模到2030年将
达到690亿元。

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HPV疫
苗仅有万泰生物的二价疫苗、葛兰
素史克的二价疫苗以及默沙东的四

价疫苗和九价疫苗。据弗若斯特沙
利文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期
间，默沙东四价疫苗及九价疫苗在
国内的总批签发量分别为1690万支
及960万支。而相对于中国总人口
而言，HPV疫苗的接种率还不到1%。

即使考虑到HPV疫苗的接种率
的预期增长，到2025年，中国仍将有
2.34亿9岁至45岁女性未接种HPV疫
苗，假设每人接种三剂，则可能需要
7.02亿剂。另外，国家统计局早前数
据显示，仅九价HPV疫苗的适龄人群
(16岁-26岁)就有约1.2亿。

同时，在政策方面，国家也正在
大力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加速消除
宫颈癌全球战略》计划。截至目前，
内蒙古、福建、山东、广东等多个省
市地区均已开始推出免费接种HPV
疫苗相关政策。

基于巨大的预期市场体量，以
及政策鼓励，资本市场对相关疫苗
公司青睐有加。

以瑞科生物为例，据招股书显

示，公司曾于2019年3月份至2021年
6月份共完成4轮融资，累计融资额
达23.51亿元。投资方包括红杉资
本、君联资本以及淡马锡等知名投
资机构。截至2021年6月份公司C轮
融资完成时，其估值已攀升至89.65
亿元。

上述医疗行业从业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智飞生物依靠代理
默沙东的HPV疫苗，市值已超过千
亿元水平；万泰生物凭借二价HPV
疫苗及在研九价HPV疫苗，市值同
样超过千亿元。此次瑞科生物选择
登陆港股，看重的是其对医疗领域
的一贯偏爱，预期瑞科生物也会取
得不错估值。

谈及未来发展，瑞科生物表示，
IPO募资将会用于多款疫苗产品的
临床试验以及注册等，包括重组
HPV 二 价 候 选 疫 苗 REC601、
REC602，伴佐剂二代HPV候选疫苗
REC604a、REC604b，以及新冠肺炎
疫苗ReCOV。

瑞科生物冲刺IPO 或成港股HPV疫苗第一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