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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Î ]Z_Z78̂ 7Ẑ\]{Z]JZ]
|}~!"=HZZe#$4%H\8Z

)*+,-./0123456&!7'()-89
6:;<=>6?@ABCDEFGHIJK3<

D[&'()*+,-./S0*123W45678(
)*LQ9:;<<=>?@ABCDEFGHIJKLMN
H!""#$%%&''()*+*,-,)./0)1&%1/(%1/(2345678%9&:;<)!"=(dOPQ
RSTBCDUVWXJYZ[\]^_4`abcZBCd
ebc(fghiRSjklmSTBCD(XnSoOPp
=[+,-.*->?@<<=plqrsthuibcvw
!pA[->-.B*123W<xH!""#$%%&''()*+*,-,)./0)1&%
1/(%1/(2345678%9&:;<)!"=(pC[->DE-.*LQ9:;<y
z{|bcZw!}`abc~\!>?@Aplw"tGH
v`#($%&X'bJK[\bJYj]^}`abc()p
`abc*+,C.-J./0-Sr_4!*123d_4JY*
2>54>55?8>>̀4/54L>$65628$55cJK[7*@!9+A&=9&B&CD
"C1!;=)1/=%8F9:[d*+,;<=>.?h@D2E?>E
2557F2554A[d*627555F[->DE-.*GHIJ<So$
BMCSDEFG5E52?H4'7F(}`abc~\hIGHp

$K54LMNOPQ-R
H87_SZTH]U

IJKLMNOPQRSTUVW
JKLM.NOPQtRS(+,TUVWXY0-SrZ

[\\"]^_^ K̀ab)c1*dFG5E52?H7'62F(e
fgh\tij:klmnMoBS:0pqrsV$tSr
XYZ[\]MNOPQ^_(u!-v/w(uF-x25yp

-RVW<$KrX~YZ[=77Z\e\]4%7]̂ 7]87
`a#$%b))c),-bc).&

!"#$%&'()*"+,-. /

z{j|;k}(~
RS !'"!]"(#$
lu% ")*$($&'
\]p7JZ8Z]{H\\̂ _

;Edef
c(!)*+@(,Fn
-+!"%(./0123/
041b56b78jp
90()2T("",-(:J
;U7̂8_{Z{HZZ_̀ ab

ghijklmn
<Sr=>?@(jB+,AB
gC>̀ A@cN`DTE')(F
!](/vGHE-)!F!](
.I&J:;<p01GJT
tbc$By(̀ KLXbc
M N#vw 7JẐ\Z]Ĵ]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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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南阳“水氢发动机”项目
近日，“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针对公众关心的

几个核心问题，“新华视点”记者实地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行业专家。

据媒体报道，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的“车载水解制氢”系统可“实时制取
氢”，并且在南阳试制了“车载水解制氢”氢
能源汽车。24日，记者在河南南阳实地走
访，看到了那辆“水氢发动机车”。

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者介绍，技术的
基本原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
制氢。“在催化剂作用下，‘制氢材料’与水
反应产生氢气，氢气通过氢电堆产生电，给
电机供电，驱动车辆行驶。”他还称，目前，
加100公斤的“制氢材料”、300升的水，汽
车可以跑300公里。

针对公众对“车载水解制氢”技术的质
疑，记者采访了行业专家。

国家新型储能电池与材料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四川省电子学会新能
源专委会主任委员吴孟强称，“催化剂”只
能改变反应历程，可提高产氢速率、效率，
但不能提供额外的能量。他认为，即使通
过水解反应提供氢，但供氢效率是否足以
成为汽车能源也需要验证。

该技术宣称能攻克现在公认的车载实
时供氢技术难点，对此，国家新能源车技术
创新中心燃料电池领域技术人员认为其中
难点有三：一是要控制产氢速率和气量以
匹配燃料电池端需求；二是对氢气的纯度
和成分有相应的要求；三是压力指标是否
符合燃料电池的要求，同时考虑反应热的
问题；这些难点都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
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蒋璞表
示，不论是研发还是试验，该车都只是样
车，还需不断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改造提
升，目前车可以开着跑，但还未具备批量生
产的条件。

对于相关技术是否经过专家评审和论
证，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庞青年
表示“还没有”。

“车载水解制氢”技术
是否可以实现？

针对网上流传的“南阳市政府出资40亿元
支持企业”问题，南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乔长恩说，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市委市政府非
常慎重。“市里的财政状况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一下子砸进去。”

26日，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回应相关问题时
表示，目前项目尚未立项，没有实质性启动，不
存在40亿元投资问题。

但据记者了解，南阳与庞青年存在其他资
金关联。

一是成立合资公司。2018年11月27日，
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金华市青动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南阳洛特斯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其中南阳方面认缴
出资金额9800万元，占股49%。据了解，金华
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青年汽车集团存在
密切关联。

二是购置72台氢能源公交车。据南阳市政
府采购网的成交结果公告显示，南阳市公共交
通总公司今年4月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以
单价120万元，总金额8640万元向南阳洛特斯
采购了72辆氢能源公交车。

采购公示在解释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的原因时，一是称南阳洛特斯是南阳市政府和
金华青年汽车集团共同投资80亿元合资组建
的客车生产企业；二是称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

会议纪要（宛政纪〔2019〕4 号），同意购置服务
“南阳2019月季洲际大会”所需的72辆公交
车，所购车辆优先购买南阳洛特斯生产的新能
源公交车。

除了资金，南阳是否对南阳洛特斯有土地
和厂房等优惠政策支持？南阳市政府相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相关项目占地1000亩，刚开始规
划，征地完成了一半多，还没有开始建设。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目前，南阳洛特斯工商
登记的地址——南阳高新区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A1楼7楼，房间为闲置状态，玻璃门紧锁，屋内
空无一物。南阳洛特斯目前租用了位于南阳市
中州西路的一处厂区。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
绍，整个厂区是今年3月份新租的，厂房建筑面
积超过1万平方米，准备租3年，待新厂房建好
后再移址。

记者在现场看到，厂区空地上停了 3 辆
白色物流车，其中1辆正是备受质疑的“车载
水解制氢”汽车。据记者了解，目前厂区仅此
一辆。在厂房的总装车间，记者见到两条生
产线，分别是自带储氢罐的氢能源公交车和
物流车生产线，而非“车载水解制氢”车。据
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南阳厂区尚
未交付过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车，而今年 4
月南阳购买的 72 辆氢能源公交车都是在浙
江金华生产的。

政府是否投入巨资？

很多网民质疑该项目背后的青年汽车集
团是一家严重失信企业。记者调查发现，青年
汽车集团以及其负责人庞青年，近年来确实多
次发生失信问题。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庞青年近年
来被浙江、河南、山东、宁夏、陕西、贵州、江苏
等地的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包括青年汽
车集团在内的部分企业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企业，其中多处失信行为具体情形为“有履
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除信用污点外，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2017年因“实际安装电池容量小于公告容
量”等违规行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处
罚。

对庞青年及其企业的信用污点，乔长恩表
示，在招商引资前是“掌握这个情况的”。

据记者了解，此次并非南阳首次招商引入
有污点的企业。据南阳市交通运输局官网消
息，2016年5月21日，南阳市政府与巴铁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
资人民币100亿元用于巴铁应用线的建设、机
车购置、站台建设等。 新华社电

企业是否存在严重失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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