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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通讯
协会: 2021 年 2 月

（以下内容均源自对公开渠道资料搜集整理，各种数据如无说明均非本会发布，文章观点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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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信息

国家统计局：2021 我国光伏电池产量 23405.4 万千瓦 同比增 42.1%

（据 2 月 10 日报道）日前，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发布我国 12 月份工业主要产

品产量及增长速度，经电缆网整理，2021 年，我国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为

23405.4 万千瓦，同比增长 42.1%；2021 年 12 月，我国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

为 2268.5 万千瓦，同比增长 4.6%。

分布式光伏：跨界投资愈演愈烈，竞争格局趋于分散

（据 2月 18 日报道）掘金分布式光伏蓝海市场，看好先发优势与资源禀赋通过估

算屋顶面积/装机功率密度/各类用户渗透率，我们预计 2022-2025 年国内分布式光伏

有望累计新增 176GW，其中户用/工商业/公共建筑分别为 63/63/50GW。2022 年高电价

支撑下，工商业与公共建筑分布式光伏或将迎来投资高峰期；平价时代+全额上网，户

用分布式投资热情或将短暂回落，等待成本下降或政策利好。分布式光伏属于蓝海市

场，2021 年末装机渗透率不到 5%，而跨界投资愈演愈烈，预计未来 2-3 年竞争格局

仍将趋于分散。

预计今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75-90GW

记者获悉，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 23 日表示，在巨大国内光伏发电

项目储备量推动下，2022 年新增光伏装机规模或将增至 75GW 以上，大约在 75-90GW

左右。另外，预计 2022-2025 年，我国年均新增光伏装机将达到 83-99GW。

光伏胶膜供需分析与展望

（据 2 月 25 日报道）按照 2021 年全年光伏需求量 173GW 以及 CPIA 统计的各胶

膜占比测算，21 年 EVA 需求约 78 万吨，据 PV InfoLink 统计 21 年胶膜粒子供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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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万吨，仍有约 5 万吨的缺口，另据 POE 胶膜厂商回馈，21 年实际 POE 出货超过 20

万吨，比图示 POE 需求高出 6万多吨，多出来的 POE 粒子可弥补 EVA 粒子缺口。

随着大尺寸的导入，目前主流焊带直径为 0.32/0.3mm,对应正反面胶膜克重约

480/460g，随着焊带直径不断下降，后续胶膜克重呈现下降趋势。若 SMBB 能推广，胶

膜克重有望实现 400g/平米以下。此处测算，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胶膜克重仍

按照 480g/平米测算。

按照 PV InfoLink 最新的 2022 年全球光伏需求量，2022 年 EVA 胶膜需求约 93 万

吨，POE 需求约 16 万吨，若继续维持 20 万吨 POE 供应，EVA 需求仍在 89 万吨上下。

印度：将在拉贾斯坦邦开发 10 吉瓦光伏项目

（据 2 月 21 日报道）据外媒消息，印度国有水电生产商 SJVN 近期公布未来 5 年

内在国内部署 10 吉瓦光伏容量的计划。据悉，这些光伏项目将安装在拉贾斯坦邦，拟

投资 5000 亿卢比（约 66 亿美元）。此计划符合印度到 2030 年实现 500 吉瓦非化石燃

料能源装机容量的承诺，并有助于该公司到 2030 年实现 25 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的目标。

法国 2021 年光伏新增 2．68 吉瓦，累计装机 13 吉瓦

（据 2月 21 日报道）根据法国可再生能源协会 SER 发布的新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法国光伏累计装机达到 13067 兆瓦，其中第四季度尤其活跃，约有 761 兆瓦

的新光伏系统接入电网。2021 年，法国太阳能新增装机 2687 兆瓦，创下历史新高，

而此前 2020 年的装机容量为 973 兆瓦。

印尼计划投资 40 亿美元投建多晶硅工厂

（据 2 月 14 日报道）据外媒报道，印尼计划投资 40 亿美元构建多晶硅产业，以

促进光伏组件的生产。印尼计划到 2030 年安装约 5．3 吉瓦的光伏系统，因此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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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座光伏组件生产工厂，以实现本土化生产，降低光伏组件的价格，并将加快部署绿

色能源。

全球造船巨头韩国现代重工入局异质结组件

（据 2月 14 日报道）据外媒报道，韩国造船集团现代重工旗下的现代能源解决方

案公司表示，将与光伏生产设备供应商合作开发串联异质结太阳能组件。通过新的合

作伙伴关系，现代能源解决方案旨在将异质结面板商业化，其功率转换效率据称达到

23％，高于传统 PERC 组件。

二、行业动态

常州光伏协会秘书处开年大走访

2 月 15 日上午，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秘书处开启节后大走访第一站：协会副会长

单位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佳讯光电吕总重点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和运营情况。公司注重技术创新、市场

创新和服务创新，致力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及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协会秘

书长史旭松和吕总深入交流了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天合光能陈总

主要介绍了公司的运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并对今年全球光伏市场作出分析，并提出独

到见解。陈总表示，2022 年全球光伏市场将在 240GW 左右，天合光能也将迎来新一轮

发展。

协会秘书处走访格林保尔、百佳年代

2 月 16 日上午，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秘书处走访了两家武进副会长单位：江苏格

林保尔光伏有限公司与常州百佳年代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格林保尔张文辉总介绍了企业的运营情况和发展规划。格林保尔年产 1.8GW 高效

太阳能电池项目占地 85 亩，总投资 10.04 亿元，建设 4条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形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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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高效太阳能电池 1.8GW 的生产能力。首片单晶 210 电池片已于 2021 年 12 月顺利下

线。百佳年代目前在常州、盐城、越南建有工厂，滁州工厂在建。百佳年代目前是唯

一一家在越南有生产基地的封装胶膜企业。品牌宣传负责人邢莹莹女士详细介绍了公

司的发展历程。协会秘书长史旭松和邢总详细交流了行业走势，并表示协会可以在新

品推广等品牌宣传方面给予企业支持。

协会秘书处走访正信光电、东方日升

2 月 17 日上午，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秘书处走访了金坛的两家重点光伏企业：正

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日升（常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正信光电是常州光伏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王桂奋董事长详细介绍了企业的经营情

况和发展规划。公司目前拥有常州和宿迁两大生产基地，组件产能 6GW，未来还有扩

产计划。秘书长史旭松和王董交流分享了当前的市场行情，并对未来走势进行了分析

和预判。东方日升仇杰总经理详细介绍了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常州公司一期项目已

建成投产，二期 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6GW 高效太阳能组件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投

产。常州公司产品主销海外市场，包括印度、巴西、东南亚等国家。仇总还表示，东

方日升异质结组件出货世界第一，公司坚定看好以异质结为主导的光伏未来技术路

线。

中东 40 兆瓦至尊 N型组件签单！天合光能创新高效组件海外需求劲爆

日前，天合光能与中东 Al-Raebi 公司签订了中东地区的首个 N型至尊系列组件订

单，共计 40MW。旨在利用天合光能创新开发的 N型至尊组件为中东市场提供卓越的光

伏发电产品，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新能源需求。N 型至尊组件在先进 210 技术基础

上叠加 PACO(钝化接触)高效电池技术，功率高达 690W+。



7

安徽赛拉弗光伏配套产业园项目成功落户金寨

2 月 18 日上午，赛拉弗光伏配套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金寨经济开发区成功举

行。据了解，赛拉弗光伏配套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占地约 200 亩，下一步将

引入接线盒、封装、EVA 膜和背板、边框等配套产业，打造光伏组件产业完整链条，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20 亿元，年纳税超 2000 万元。

通威电池片，涨价

2 月 25 日，通威太阳能公布最新电池片报价！其中，单/双面 166 报价 1.11 元

/W，单/双面 182 报价 1.14 元/W，单/双面 210 报价 1.14 元/W。相较于上次，三种不

同尺寸电池片价格均上涨 0.02 元/W。

晶科能源、晶科科技合作分布式光伏项目

2 月 17 日，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发布关于与关联方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显示，晶科能源与关联方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科

技”）及其下属公司合作，在公司下属公司厂区内投建 7个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及 1个储能项目，项目所发/放电量优先供予公司下属公司使用，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项目建设所需组件优先由公司提供。

特变电工子公司携手华翔股份、洪洞县政府建设光伏电站

2022 年 2 月 16 日，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能源公司”）与洪洞县人民政府、华翔股份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签署了《1GW

光伏发电及配套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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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43 亿元，其中 1GW 光伏电站投资额 40 亿元，根据资源获取情况成立

项目公司实施，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投资总额的 30%左右，剩余项目所需资金由项目

公司融资解决。

正泰新能源携手 INTEC 开拓丹麦清洁能源市场

（据 2月 11 日报道）设计、采购和施工(EPC)承包商 INTEC Energy Solutions 公

司与光伏项目开发商正泰新能源合作，计划在丹麦建设 328MWp 太阳能组合项目。两家

公司已与丹麦太阳能开发商 BeGreen 签署了一项建设无补贴电站的协议。这些组合被

命名为 Brilliant，包括三个容量分别为 137.3MWp、111.7MWp 和 66.7MWp 的项目，此

外还有一个额外的 13MWp 扩展项目。

重磅！阳光电源百亿投资签约

2 月 8 日，高安市人民政府与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新

能源”）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据悉，本次签约仪式主要为阳光新能源，协同母公司阳光电源在高安投资建设年

产能 10GWh 的储能系统装备制造基地、2GW+200MW/400MWh 的风光储绿色应用项目以及

500MW/500MWh 的储能应用示范项目。总投资超百亿元，项目建成满产满销后，年产值

约达 180 亿元，年税收约 5亿元。

三、政策走向

12部门：鼓励中东部地区发展分布式光伏

2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 12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

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到，组织实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

实施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鼓励中东部地区发展分布式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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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海上风电发展，带动太阳能电池、风电装备产

业链投资。

国务院：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地区光伏发展

2 月 11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加强乡村

清洁能源建设。提高电能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地区光伏、风

电发展，推进农村生物质能源多元化利用，加快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农村清洁

能源利用体系。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支持产业园区和企业建设分布式清洁能源系统

2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

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能耗“双控”政策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的衔接；鼓励全社会优先使用绿色能源和采购绿色产品及服务，公共机构应当作出表

率；鼓励建设绿色用能产业园区和企业，发展工业绿色微电网，支持在自有场所开发

利用清洁低碳能源，建设分布式清洁能源和智慧能源系统；完善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

标准，鼓励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支持利用太阳能等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供能系统。

国管局：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实施绿色化改造

2 月 7 日，国管局发布《关于 2022 年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安排的通知》，要求全面落实节能降碳有关工作。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因地制宜推

广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能源和热泵技术；实施绿色化改造，推动各地

区、各部门和教科文卫体系统既有建筑实施光伏等用能系统和设施设备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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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逐步提升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

2 月 11 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推进北京城市副

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充分挖掘城市副中心资源潜力，全面推动

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逐步提升地热、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模。提高新建建筑

建设标准，新建建筑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以上标准，新建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三星级绿

色建筑标准，加快推进应用光伏设施。推动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在重点区域开展

超低能耗建筑示范，推进光伏建筑一体化、高性能太阳能集热器、绿色智能化监控、

光储直柔新型建筑配电系统等技术的应用。

内蒙古：推进“光伏＋”建设，推进新能源分布式开发

2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节能规划》正式印发。其中提到，城镇建

筑中推广太阳能光伏分布式、一体化应用。重点在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毛乌

素、巴丹吉林沙漠和浑善达克沙地推进大规模“光伏＋生态治理”建设，鼓励呼伦贝

尔、锡林郭勒、鄂尔多斯等地在采煤沉陷区、露天矿排土场推进“光伏＋生态修复”

项目建设。推进新能源分布式开发。鼓励在工业园区、公路沿线服务区和边坡、医

院、学校、新建楼宇等地开发利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推进新能源发电自发自用和就

地消纳。

浙江：实施“风光倍增”工程，推广“光伏＋农渔林业”开发模式

2 月 16 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表示，积极发展低碳能源，实施“风光倍增”

工程，推广“光伏＋农渔林业”开发模式，推进整县光伏建设。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发展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推广农光互补、“光伏＋设施农业”“海

上风电＋海洋牧场”等低碳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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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2022 年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

2 月 22 日，陕西人民政府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陕西省 2022 年重点工

作，坚持链式布局、数字赋能，全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坚持“稳控转”调优能

源工业。狠抓优煤、扩油、增气各项工作，在确保安全生产前提下，强化稳产、保

供、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支撑。推进可可盖、巴拉素等煤

炭项目建设，加快延长石油富县、陕煤黄陵等外送配套电源建设，扩大电力外送规

模。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加快煤电机组节煤减排改造，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

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积极发展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

大力发展光伏、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陕北至湖北、神府、渭南 3

大新能源基地项目建设，推进抽水蓄能电站、氢能示范项目实施，增加新能源消纳能

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用好能耗弹性空间推进技术工艺先进、产品市场

广阔的重大项目建设，新建项目严格执行能耗等最新技术标准，确保严控盲目上马

“两高”项目的要求精准落地。

全省唯一！宿迁这项“光伏+节地技术”向全国推广

（据 2月 24 日报道）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了《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

目录（第三批）》，对全国 6个节地技术和 17 个节地模式典型案例进行推广，宿迁市

泗洪县申报的“光伏+节地技术”作为江苏省唯一节地技术典型案例成功入选，获全国

推广。

自然资源部开展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广应用工作是自然资源系统改革后保留的

为数不多的评选项目之一。其目的主要是更好地发挥各地节约集约用地实践经验的典

型示范和借鉴引领作用，加强政策供给，全面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临沂：优先发展“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分布式光伏 2025 光伏装机 5.2GW

（据 2月 24 日报道）近日，临沂市发布《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

稿）》。《规划》提出，大力推广光伏发电应用，规范有序推进风电和生物质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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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到 2025 年，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含抽蓄电站）发电装机达到 820 万千

瓦，其中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520 万千瓦。

文中指出，强化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实施“三增两减”工程。聚焦可再生能

源、外电入临和天然气消费做加法，推动实施可再生能源倍增行动，突出煤炭、煤电

两大行业做减法，坚决淘汰违规低质落后产能，实现能源消费增量主要由清洁能源供

给、电力消费增量主要由清洁电力供应。

上海探索建立区域性个人碳账户 碳普惠减排量对接上海碳市场

（据 2月 24 日报道）近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就《上海市碳普惠机制建设工作方

案》(简称《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工作方案》，上海将探索建立区域性

个人碳账户，引导碳普惠减排量通过抵消机制进入上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支持与鼓

励上海纳管企业购买碳普惠减排量并通过抵消机制完成碳排放权交易的清缴履约。

如您阅后对本会员通讯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敬请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