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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通讯
协会: 202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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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座潮光互补型光伏电站，今天并网发电

5 月 30 日，我国首座潮光互补型光伏电站，正式全容量并网发电。此外，这还是

我国首次将太阳能和月亮潮汐能互补开发的创新应用。温岭潮光互补智能电站智能

化、自动化程度均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实现少人值班、无人值守。年均发电量可超 1

亿度，可满足约 3 万户城镇居民一年的家庭用电需求。与同体量火电站相比，每年可

节约标准煤 31654 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84479 吨。

2022 年中国光伏组件产品出口市场现状分析 光伏组件出口额再上台阶

（据 5 月 24 日报道）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我国光

伏组件产品出口规模持续提升的发展态势。到 2021 年，我国光伏组件出口量为

98．5GW，同比增长 25．1％。

出口额方面，我国光伏组件产品出口额保持震荡上行发展态势，2021 年，全国光

伏组件出口额为 24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8％，再创历史新高。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目前欧洲市场对我国光伏组件产品的需求最大，其次是亚

洲，两地组件出口额合计占我国组件总出口额的 70％以上。2021 年，我国出口至欧洲

的光伏组件占总出口额的 43．9％；亚洲和美洲紧随其后，出口额占比分别为 29．8％

和 17．8％。

2022 年中国光伏接线盒行业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分析

（据 5月 17 日报道）根据光伏组件成本结构以及光伏配件市场规模进行测算，光

伏接线盒占组件比例约为 3．30％，2020 年光伏接线盒市场规模为 25 亿元左右，2021

年或有所增长。

依托权威企业查询应用企查猫的数据显示，总体来说，全国的光伏接线盒制造企

业分布在制造业较发达地区，例如江苏、浙江和广东地区，其中江苏和浙江地区均属

于华东地区，表明华东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要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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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我国光伏接线盒行业现状来看，江苏海天、快可电子和恒达电器在研发投

入中较大；其中，通灵股份和恒大电器经营时长均已在 25 年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虽江苏海天经营时长较短，但其后来居上，在新三板上市，且其 2020 年在光伏接线盒

的营收破 2亿元。

2022 年中国光伏多晶硅市场供给现状与进口情况分析

（据 5 月 17 日报道）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我国多

晶硅 top5 企业产量占比持续提升，从 2018 年的 60．3％提升至 2021 年的 86．7％。

从国际市场来看，随着我国多晶硅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多晶硅市场在全球中的

地位不断提升，2015 年以来，我国多晶硅对全球多晶硅市场的贡献持续增长，2015

年，全球多晶硅产量为 34．5 万吨，中国产量占 47．5％；到 2021 年，全国多晶硅产

量提升至 67．1 万吨，其中中国产量占比也提升至 75．3％。

进出口贸易方面，相较于硅片、电池片以及组件等核心产品均已现实出口为主的

局面，我国多晶硅产品目前仍依赖进口。2016 年以来，随着国内市场供给的提速，我

国多晶硅产品进口规模整体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到 2021 年，全国多晶硅进口量为

11．42 万吨，较上年同期小幅提升。

4月能源生产情况，太阳能发电增幅排名第一！

5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2 年 4 月份能源生产情况！ 电力生产由增转降。

4 月份，发电 608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3%，上月为增长 0.2%，日均发电 202.9 亿

千瓦时。1—4月份，发电 2.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我国光伏装机量继续高速增长，新增装机

规模 13.2GW，同比大涨 148% 。其中，分布式光伏 8.87GW，占比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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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光伏组件出货量排名

（据 5 月 9 日报道）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2 年一季度光伏发电建设运行情

况》，今年一季度，全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13.21GW，其中地面电站 4.341GW，分布式

光伏 8.87GW（含户用光伏 2.547GW）。此外，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 年一季度光伏

组件出口量 41.3GW，同比增长 109％，一季度整体经营形式向好。

值得关注的是，此数据对比 2021 年全年光伏组件出货榜单，国内 TOP5 企业未发

生变化，排名出现顺位调整。其中，隆基股份 2022 年第一季度出货 6.35GW，位居第

四；天合光能（7.1GW）和晶澳科技(6.6GW)排名较为稳定分别位居第二、第三；晶科

能源 2021 年全球出货排名第四，第一季度凭借 8.03GW 的出货重回榜首。



6

光伏需求强势拉动 EVA 企业盈利向好

（据 5 月 18 日报道）在光伏行业快速增长的情况下，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

物)树脂特别是高端光伏料的市场需求旺盛，加之受疫情影响港口拥堵导致 EVA 进口受

阻，今年以来 EVA 市场供需格局偏紧，产品价格高歌猛进，一涨再涨。

5 月以来，EVA 在橡塑市场上仍保持王者风范，价格一日千里。5 月 5 日，中化泉

州 EVA 竞拍价再度突破 3 万元/吨。5 月 6 日，华南 EVA 市场爆发性上涨，多个牌号单

日涨幅高达 1000 元/吨。华东市场，EVA/新加坡 TPC/KA31 单日更是创下 3000 元/吨涨

幅。

对于 EVA 市场的后续走势及盈利状况，行业人士表示，目前国内主要 EVA 生产企

业订单饱满，在光伏需求的强势主导下，预计年内 EVA 市场的紧供需态势仍将延续，

在原材料价格稳中有落的情况下，EVA 企业的盈利情况也将向好。

欧洲对华光伏组件依赖程度在 80%以上

（据 5 月 24 日报道）欧盟委员会公布名为“RepowerEU”的能源计划，快速推进

绿色能源转型。计划提出，将欧盟“减碳 55%”政策组合中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的总体

目标从 40%提高到 45%；建立专门的欧盟太阳能战略，到 2025 年将太阳能光伏发电能

力翻一番，到 2030 年安装 600GW。

联合国推出五项行动促进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

当地时间 5月 18 日（周三），联合国（United Nations）秘书长提出了五项关键

行动，以推动全球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在联合国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

（WMO）发布最新报告之际，这一举动意在唤起世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今年 11 月，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在埃及举行，届时将重点强调可再生能源

转型的五项行动。计划中，古特雷斯首先呼吁促进技术转让，并取消对电池存储等可

再生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其次，古特雷斯希望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供应链和

原材料的获取渠道，这些资源目前集中在少数几个强国；第三，他还希望各国政府在

促进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改革，例如快速推进太阳能和风能项目。第四，古特雷斯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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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全球政府转移对化石燃料总额达 5 万亿美元的补贴，并指出该数值比对可再生能源

的补贴高出三倍多；最后，他强调，对可再生能源的私人和公共投资必须增加两倍，

达到每年至少 4万亿美元。

二、行业动态

常州市商务局张黎光副局长走访光伏协会

5 月 31 日，常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张黎光、公平贸易处处长朱爱民走访常州市光伏

行业协会。协会秘书长史旭松代表接待。

会议重点围绕光伏产业课题研究和贸易援助展开。张局对课题的研究目的、研究

方向以及研究要求作了重要讲解，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张局强调：光伏作

为常州的优势产业，政府积极关注企业诉求，课题研究要力争为提升光伏产业竞争

力，扩大光伏产品出口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朱处介绍了贸易援助的相关内容，鼓

励协会积极探索，创新服务。史秘书长表示常州地区的光伏产业研究一直是协会的一

项常规重点工作，每年会撰写并发布常州光伏产业发展报告。协会将根据商务局的要

求认真开展本次课题研究，整合优势资源，重点强化光伏进出口研究，保质保量完成

任务。关于贸易援助，协会林金锡会长也非常关注，协会将积极配合市商务局做好各

项工作。

江苏省省长许昆林调研亿晶光电

据亿晶光电官方微信 5 月 25 日发布的消息，5 月 24 日，江苏省省长许昆林到亿

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亿晶光电控股股东、勤诚达控股董事局主席古耀明，

亿晶光电董事总裁唐骏现场接待，并介绍了亿晶光电企业经营、技术研发及疫情防控

等情况。

调研期间，古耀明介绍了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公司“十四五”期间的产能扩张

规划，并表示，其作为大股东将坚定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唐骏介绍了公司一季度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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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情况，亿晶光电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40.66%，出口额位居金坛区第一、常州市第

三。公司 5GW 高效组件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预计 9 月份可实现全面达产，届

时亿晶光电将形成“5GW 电池+10GW 组件”的行业先进产能，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增添

动力。

节省 50%时间提升效率！天合光能智能提升解决方案加速分布式“效率革命”

（据 5 月 7 日报道）目前国内外分布式项目越来越聚焦 600W+产品，600W+超高功

率组件正在大规模走上分布式屋顶，以更高功率、更高发电量、更低系统投资的优势

重新定义分布式系统度电成本基线，引领低补贴时代的价值潮流，一场针对分布式的

“效率革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而针对分布式户用安装应用场景中长期普遍存

在的“搬运安装难“的痛点，天合光能推出了全新解决方案——组件智能提升装置

(Module Intelligent Installer v1.0)，相较传统人工吊装节约至多 50%的组件搬运

时间，大大提升了搬运环节的效率，加速了 600W+分布式光伏应用的“效率革命”。

本次创新研发出的天合智能提升装置，不仅提升了组件搬运效率，还规范了安装

流程，杜绝组件掉落、擦伤等隐患，使更多的户用光伏客户享受到至尊 600W+组件高

发电能力、高可靠性带来的高收益！

退役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顶层规划推进中

（据 5月 19 日报道）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综合业务部和再

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常州工学院、中国矿业大学、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常州大学、常州瑞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再生资源战略联盟有关知名

专家应邀出席会议，分别围绕退役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顶层设计、回收利用总体情况、

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应用、技术标准规范、人才培养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退役光伏

组件回收利用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研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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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联控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签约规模突破 1GW

（据 5 月 30 日报道）近日，又一家企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签约规模突破 1GW。

小编根据企业官方发布和媒体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5 月 27 日中创联控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两季度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签约五个县（区），下辖 48 个街道、45 个镇、

18 个乡，另有 1个开发区，累计签约规模突破 1GW。

10GW！隆基浙江嘉兴王店镇单晶组件项目开工

5 月 26 日，隆基位于浙江嘉兴的 10GW 单晶组件项目在王店镇正式开工，总投资

60 亿元。预计该项目投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约 150 亿元，带动就业约 1800 人。

资料显示，隆基在中国拥有 7 大产业集群，分别在云南、宁夏、江苏、陕西、浙

江、安徽和山西。其中浙江产业集群包含衢州组件工厂和嘉兴组件工厂。

东方日升联手宁海国投开发 300MW 滩涂光伏项目

5 月 25 日，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升”）发布关于全

资子公司东方日升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香港”）对外投资的公

告。

公告称，拟与宁海县国有资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海国投”、“乙

方”）签订《宁海县双盘涂滩涂光伏项目合作协议》，拟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双盘

涂投资宁海双盘涂 300MW 滩涂光伏项目，预计本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300MW，预计

规模总投资约为 12.7 亿元。

隆基进军硅料

5 月 20 日，鄂尔多斯市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硅材料”）成立，

注册资本 1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陈红。经营范围包含：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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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该公司由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实控人为隆基创始人李振国先

生，此举或预示隆基进军硅料环节。

协鑫集成与彩虹新能源签下 20.21 亿元光伏玻璃大单！

5 月 23 日，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发布关于与彩

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称，协鑫集成近期与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新能

源”）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基于双方自 2014 年以来的良好合作基础，为充分发

挥双方各自资源优势，促进双方的进一步共同发展，提升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约定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公司

向彩虹新能源采购光伏玻璃，合作总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20.21 亿元。

金刚玻璃实现异质结组件首次出货

5 月 23 日，金刚玻璃在官网宣布，公司首批 700+异质结高效组件已在 5 月 22 日

实现首次出货。

本次出货不仅是金刚玻璃在光伏组件环节的重大突破，同时也证明了金刚玻璃异

质结组件的实力。据悉，金刚玻璃异质结高效组件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达到 24.95%，最

高转换效率超过 25.2%，组件通过优化焊接、层压工艺使异质结组件量产功率稳定达

到 700W+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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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科技又一超百亿光伏项目来了！

5 月 19 日，光伏龙头晶澳科技（002459）发布多份公告，其中，《关于投资建设

公司一体化产能的公告》公布是的投资额高达 102.90 亿元的项目，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项目。

公告显示，晶澳科技一体化产能扩建，包括曲靖 10GW 高效电池、5GW 组件项目，

预计投资额高达 60.62 亿元；合肥 11GW 高功率组件改扩建项目，预计投资额高达

42.28 亿元。

腾讯进军光伏

5 月 11 日，昆山协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光电”）投资人发生变

更，新增广西腾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创投”），公司注册资本从

6259.26 万元增加到 7357.68 万元。

宁德时代官宣进军光伏

5 月 5 日，宁德时代举办 2021 年度业绩线上说明会，董事长曾毓群、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蒋理、财务总监郑舒出席业绩说明会。其中有投资者提问：请问曾董事长

公司在钙钛矿光伏电池研究进展，何时能开始量产？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回答：投

资者您好，研究进展非常顺利，正在搭建中试线。宁德时代进军光伏一事终于得到确

认，且从曾毓群的回答来看，宁德时代已在光伏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三、政策走向

国家能源局：前 4 月光伏新增装机 16.88GW，同比增长 138%

5 月 17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4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4月底，全国

发电装机容量约 24.1 亿千瓦，同比增长 7.9%。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4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7.7%；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2 亿千瓦，同比增长 23.6%。



12

其中，1-4 月份水电新增装机 500 万千瓦；火电新增装机 938 万千瓦；核电新增

装机 116 万千瓦；水电新增装机 958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1688 万千瓦。

国务院推屋顶分布式，高价值 600W+再迎利好！

（据 5月 16 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利用，引导非化石能源消费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

中办、国办：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

5月 2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方

案强调，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推进城乡配电网

建设，提高边远地区供电保障能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

清洁能源，在条件适宜地区探索建设多能互补的分布式低碳综合能源网络。按照先立

后破、农民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要求，稳妥有序推进北方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加强

煤炭清洁化利用，推进散煤替代，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在农村取暖用能中的比重。

方案提出，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推进城乡配电网建设，提高边远地区供

电保障能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在条件适宜

地区探索建设多能互补的分布式低碳综合能源网络。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

施建设工程。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推进鲜活农产品低温处理和产

后减损。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加强农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网络、数字电视和下一代互联网覆

盖，进一步提升农村通信网络质量和覆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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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发布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

5月 24 日，水利部近日印发《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

见》。

其中在严格管控各类水域岸线利用行为方面，《意见》中写道：“光伏电站、风

力发电等项目不得在河道、湖泊、水库内建设。在湖泊周边、水库库汊建设光伏、风

电项目的，要科学论证，严格管控，不得布设在具有防洪、供水功能和水生态、水环

境保护需求的区域，不得妨碍行洪通畅，不得危害水库大坝和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安

全，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和航运安全。”新规可能会对被业内看好的水面光伏发展造成

一定影响。

国家能源局公布 2021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5月 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2021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的通报》。通报中写道：2021 年下达全国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29.4%。2021 年实际完成值为 29.4%，与 2020 年同比增长 0.6 个百分点，与 2021 年下

达的最低总量消纳责任权重 29.4%持平。

苏州市发改委组织召开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座谈会

5月 19 日下午，苏州市发改委王晨副主任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推进整

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相关工作。常熟市、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

发改委和江南中电、华电吴江、大唐苏州等主要合作开发单位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了市政府办公室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光伏发电开发利用的工

作意见（试行）》文件精神，听取了各地关于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

点进展情况，并就有关问题、难点进行了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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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云南印发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图则

5月 26 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发布了《云南省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图

则》（以下简称《图则》）。该《图则》进一步总结省内外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项目

的经验和智慧，为从设计源头上提高太阳能系统与建筑景观一体化建设水平提供技术

支持。

云南省太阳能资源丰富、综合利用条件优越，太阳能作为经济适用的可再生能

源，在城乡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实现节能减碳作出了

积极贡献。《图则》主要内容包括：云南省传统风貌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云南省传

统风貌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示范案例；云南省城镇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太阳能一体

化倡导与限控案例分析。

广西：加快推进一批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及配套设施项目开工建设

5月 1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广西振作工业经济

运行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快一批重

大电源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电源保供能力。竞争性配置一批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光

伏项目，配置总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千瓦。加快推进一批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及配套设

施项目开工建设、及时投产。（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陕西三原县：建议选择当地注册并报备的光伏企业实施项目

5月 16 日，陕西省三原县发布关于三原县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发电试点县项目有

关情况的公告，公告表示，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公布整县（市、区）屋顶分

布光伏开发试点名单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21]84 号）以及陕西省发改委关于印

发《陕西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光伏发电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陕发改能新能

源[1465]号）文件的有关要求，批准同意我县为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试

点县。

如您阅后对本会员通讯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敬请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