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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简介：  

中国机经网权威发布《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研究及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本报告主要服务于

生产商、投资机构以及关心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的其他相关机构和个人，帮助读者更加全面、

准确、及时地了解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现状与发展，更加深入地把握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投资价

值。 

本报告在部门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和相关行业协会的数据库，并辅以更加深入、翔实的市场研究数据及产业投资价值分析

等方面。 

 报告特点：  

1、  十几年的报告开发经验，内容精益求精； 

2、  紧密结合“十二五”规划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用性强； 

3、  从全球市场出发，立足国内市场，观点鲜明，论证充分；  

4、  全文以大量最新数据作支撑，定量分析为基础，数据来源权威； 

5、  大量丰富的图表表现形式，更加直观地展现行业投资价值。 

 报告摘要 

随着光伏发电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生产成本的逐步降低，以及因日本核电站危机导致核电发展

减缓，光伏发电被认为是未来大有发展前景的可再生能源。据欧洲可再生能源协会预测，未来

20~30 年间，光伏发电将成为全球的主导能源之一；2040 年，光伏发电将占据全球电力供应的

25%。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国，基本形成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中西部

地区等四大产业集群的格局，其中江苏、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区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光

伏生产基地，崛起了无锡尚德、江西赛维 LDK、天威英利、河北晶澳等著名企。 

但是，中国光伏产业存在“两头在外”的情况，近 3/4 的原材料（多晶硅）供应依赖进口，

98%的光伏产品销往海外。国内原材料生产和光伏市场的培育明显滞后，产业发展和市场发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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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这使得中国光伏产业严重受制于海外市场，光伏产业链需进一步完善、技术需进一步提

升、市场亟待发展等问题，整体产业仍需大力扶持和发展；而这也说明，中国光伏产业的各个领

域都有巨大的投资机会。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等政府机构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协

会等行业组织协会的统计，对 2010 年中国光伏产业的产业规模、竞争格局、市场情况、产业风

险等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同时对今后世界光伏市场需求和中国产业发展做出了预测，并提出了

相应的投资建议，是光伏产业相关制造企业、投资部门、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准确了解目前中国

光伏市场发展动态，把握光伏行业发展方向以辅助其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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