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1 月 3 日 星期三4 世界经济

日本寻求突破氢能源发展瓶颈
—— 全 球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全 球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 ⑤⑤

苏海河

不久前，日本能源资源厅出台了新版能源基本计划草案，

以求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日本在新能源领域就多有动作。

去年 10 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首次

宣布 2050 年碳中和目标。他说：“应对全球变暖不应成为经

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积极应对全球变暖可以带动产业结构和

经济社会变革，并带动日本经济实现更大的发展。政府将通

过技术革新加快研究成果转化速度，通过放宽行政限制等政

策总动员促进绿色投资的普及，实现脱碳。同时，日本还要通

过环境领域的数字化革命提高绿色转型发展效率，从而引领

世界绿色产业发展，创造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今年 4 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力争

到 2030 年比 2013 年减排 46%。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以

此为目标着手制定新产业政策。有消息称，该绿色成长战略

设定了 14 个领域的最高目标，并从预算、税收、放宽政府限

制、制定产业标准、加强国际合作等角度提出了促进战略落地

的具体建议。

在众多领域中，氢能源战略是重点之一。氢能源战略包

括 2050 年远景目标和 2030 年前的行动计划，其目标是使每立

方纳米液态氢的价格从目前的 100 日元（1 日元约合人民币

0.056 元）降至 2030 年的 30 日元，未来还将进一步降至 20 日

元，与汽油、液化天然气等价格基本持平。为降低成本，日本

政府提出从供给和消费两方面施策，包括加大生产力度，增加

进口，构建制造、运输一体化的产业链，完善运输船、管道、加

氢站建设，同时促进汽车、发电、炼铁等产业的氢气消费，力争

使氢消费量于 2030 年达到 300 万吨，2050 年达到 2000 万吨。

为此，日本还修订了氢燃料电池路线图，并制定了氢燃料电池

技术开发战略。

多年来，日本政府为氢能源开发提供了巨额财政支持，仅

经济产业省对氢燃料电池项目的财政补助就从 2020 年的 700

亿日元增至 2021 年的 848 亿日元。此外，环境省、文部科学省

及地方政府的补助金额也相当可观。

截至 2020 年底，日本国内已建成氢加气站 162 座，2030 年

目标是建成 900座，使氢燃料电池汽车从目前的 3800台增加到

80 万台，同时增加新能源公交车 1100 台，产业用叉车 1 万台。

未来，家庭用氢发电机组将从目前的 33万台增加到 530万台。

2020 年 3 月，为开发氢能源国际市场，日本三菱商事等民

间公司与 5 家新加坡公司签订了新加坡氢能源经济发展合作

备忘录。同年 10 月，日本住友商事与马来西亚多家公司签订

氢能源产业链合作备忘录。

虽然日本氢能源技术已基本成型，但从实验转向全面普

及仍面临不少瓶颈。一是成本过高，如丰田汽车公司最先开

发的“未来号氢燃料电池汽车”每台售价比油电混合汽车高

300 万日元。新战略路线图提出，到 2025 年将其价差压缩到

70 万日元以内，但如何降低技术和原材料成本仍然困扰着厂

商。二是缺乏规模效应，目前每座加氢站建设成本为 3.5 亿日

元，每年的运营费用约为 3500 万日元。即便按照计划，到

2030 年建成 900 座加氢站，其建设及运营成本仍远高于目前

加油站水平，短期内难以实现市场化独立自营。三是仍有不

少工业用氢能源的相关技术亟待解决。

日本新当选首相岸田文雄 10 月 8 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表示，将科技立国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内容。他强调，要

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宇宙等尖端科技领域大

胆增加研究开发投资。为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应把应对

地球变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制定新能源战略并强力推进

落实。评论认为，日本产业界正期待着日本政府从财政、行政

等方面加大对氢能源产业的全方位支持力度。

作为日本新版能源基本计划草案的重点领域，氢能源战略备受各界关注。按照计划，未来液态氢价格将大幅下降，

最终与汽油、液化天然气等价格基本持平。目前来看，虽然日本氢能源技术已基本成型，但从实验转向全面普及仍面临

不少瓶颈：一是成本过高，二是缺乏规模效应，三是仍有技术难题亟待解决，需要日本政府从财政、行政等方面加大对氢

能源产业的全方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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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芯片短缺有多严重？美国芯片代

工商格罗方德半导体CEO汤姆·考菲尔德

近日称，该公司到2023年底的晶圆产能都

已经被卖完了。他认为，未来5年到10年，

该行业可能长期面临供应偏紧的局面。

汤姆·考菲尔德的观点不无道理。

自 2020 年芯片开始出现明显短缺现象

起，各方对于芯片荒何时缓解的预测就

没有停止过。有专家曾在去年表示，芯

片 荒 到 2021 年 下 半 年 可 以 缓 解 ，但 事

实证明，这样的判断太过乐观了。

当前的芯片短缺，是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迟迟不散，冲击了企业产能。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下游传统消费电子、

可穿戴智能设备、PC、工控等领域需求

全面爆发，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

速发展，让芯片的需求量快速增长。随

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新能源汽

车领域采用的芯片会越来越多。有数据

显示，目前新能源汽车的芯片需求是传

统汽车的 3 倍至 4 倍。

芯片需求旺盛的局面在未来还将持

续。针对有人称“芯片是 21 世纪石油”

的说法，有芯片企业高管近日甚至表示，

这依然低估了芯片的重要性，未来芯片

将跟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在芯片需求持续旺盛的同时，供给

端产能却迟迟无法匹配。虽然全球晶圆

厂都开启了大规模扩产，特别是三星、英

特尔等大型厂商纷纷推出了价值数百亿美元乃至千亿美元级别

的扩产计划，但是这些厂商将相当一部分投资投入了尖端芯片

领域，以争夺芯片产业未来的主导权。

相比之下，成熟制程芯片的投资略显不足。产能扩张需要

盖厂房、买机器、调试设备等复杂过程，至少需要一年半的周

期。而在当前的局面下，上游

生产设备都在涨价，成熟制程

芯片的利润率则偏低，使得厂

商扩产动力不大。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芯片

短缺现象仍看不到缓解的信

号。所以，有需求的企业要做

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未雨绸

缪，规划未来。

低生育率恐将拖累韩国经济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近年来，韩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已成为世界上唯一

一个生育率低于 1 的国家。低生育率叠加不断加速的社会

老龄化，使得韩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维持社会

人口活力和健康结构已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

韩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就意识到本国的低生育率问题。

该国从 2006 年开始先后实施了 3 期“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

问题基本计划”，总共投入资金 225 万亿韩元（1 元人民币约

合 183 韩元）。可惜，该计划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并被社会指

责“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根据首尔大学人口学研究室近期发布的报告，今年韩

国新生儿的数量预计为 24 万至 25 万，相较去年 27.24 万的

数值进一步降低。而在 2012 年时，韩国新生儿数量还一度

达到 48.5 万名的高位。仅仅 9 年时间，新生儿的绝对值就遭

腰斩。

从生育率数值来看，韩国去年的生育率仅为 0.84，这是

有史以来的最低值，但这一纪录在今年有可能被再次刷

新。预计今年韩国生育率仅为 0.78 至 0.8，而且这种下降趋

势将至少持续到 2024 年。

一般来说，为维持现有人口，生育率统计值至少应为

2.1，韩国现有生育率仅为这一数值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远远

落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1.63 的平均值。

近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热捧的韩剧《鱿鱼游戏》是韩

国社会的真实缩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生育率不

断走低的深层原因——巨大的经济压力。有调查显示，近

60%的韩国受访者认为，高企的养育和教育费用抑制了韩国

人的生育意愿。

同时，受到房地产价格暴涨、就业岗位难寻、经济状况

堪忧等因素影响，韩国年轻人推迟结婚年龄甚至放弃结婚

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也自然而然地导致韩国生育率下滑。

据韩国统计厅近期发布的“2020 年人口住宅总调查标本统

计结果”，韩国去年 20 岁以上的未婚人口达到 1126.7 万人，

较上个年度增加了 105.7 万人，其中 30 岁至 39 岁适婚年龄

层的未婚人口占到未婚人口总数的 42.5%。

过去，韩国低生育问题主要集中在地方城市，但近年来

在首都圈地区也越来越凸显。以京畿道的河南、果川和义

王三市为例，它们与首尔江南三区邻近，工作通勤便利，教

育和购物设施发达，是韩国青年人口流入最活跃的地区，其

中河南市 20 岁至 40 岁的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一半。但去

年三市的人口生育率分别只有 0.89、0.99 和 0.89，均未超

过 1。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 3 个城市居然连一个拥有分娩

室的妇产科医院都没有。

与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龄人口的

高速增长。据首尔大学人口学研究室的报告，2020 年韩国

65 岁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为 15.7%，到 2025 年 这 一 数 值 将 超 过

20%，从而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2045 年之后，韩国将超过

日本，成为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如果目前趋势不变，

到 2060 年，韩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 45%。

25 岁至 59 岁人群的生产、消费活动最为旺盛，被称为就

业主体人口。据估算，到 2028 年韩国就业主体人口将不足

总人口的 50%，2031 年的就业主体人口将比今年减少 315 万

人，几乎相当于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市的人口数。

人口持续减少对于韩国经济是一场潜在的“海啸”。由

于韩国人口过度集在首都圈，青年人对人口下降的直观感

受并不明显，可一旦这场“海啸”浮出水面，将给韩国经济带

来强烈冲击，而且在较长时间内难以逆转。

近期，国际社会对韩国的人口断崖现象也给予了密切

关注。全球三大信誉评级机构之一的美国惠誉就因老龄化

问题，将韩国的年度潜在增长率由 2.5%下调至 2.3%，这为韩

国政府再次敲响了警钟。

多位专家预测，未来 9 年将是韩国社会克服人口危机最

后的“关键期”。

另据报道，韩国行政安全部日前宣布，指定 89 个地方行

政单位为“人口减少地区”，约占地方行政单位总数的 40%。

韩国政府财政未来每年将拿出 1 万亿韩元，并与 2.56 万亿韩

元国库辅助项目金打包作为资金支撑，支援这些地区开展

交通、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农林生产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建设，并为老旧住宅改造、新住宅修建等提供资金支持，以

增强地方对青年人的吸引力，逐步提升人口生育率。

一般来说，为维持现有人口，生育率统计值至少应为 2.1，韩国现有生育率仅为这一数值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分析认为，巨大的经济压力是抑制韩国人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原因。人口持续减少对于韩国经济是一场潜在的“海

啸”。由于韩国人口过度集中于首都圈，青年人对人口下降的直观感受并不明显，可一旦这场“海啸”浮出水面，将给

韩国经济带来强烈冲击，而且在较长时间内难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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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 1010 月月 3131 日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日的首尔儿童大公园。。随着韩国儿随着韩国儿

童数量的下降童数量的下降，，这里更多成为一般市民休闲的场所这里更多成为一般市民休闲的场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明明摄摄

上图上图 世界上第一艘液氢运输船在日本神户亮相世界上第一艘液氢运输船在日本神户亮相。。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右图右图 20202020 东京奥运会期间使用的加氢站东京奥运会期间使用的加氢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