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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动态分析 

行业周报：镍涨利好正极产业链，光伏

异质结是下一个风口正获验证 
 

行业观点 

新能源车：硫酸镍大涨，看好正极产业链涨价前景带来业绩弹性 

 上游：本周钴跌、锂跌、镍大涨。电钴（华南）0%、电钴（金

川）-1.8%、硫酸钴 0%。碳酸锂（电池级）-0.7%。硫酸镍 13.6%。 

 中游：1）锂电，动力电池减产在延续。2）正极，三元前驱体

小涨 0.1 万元/吨，三元正极小涨 0.5 万元/吨，磷酸铁锂受黄磷

涨价影响存涨价压力。3）负极，近期价稳。4）隔膜价稳。5）

电解液价稳。 

1）LG 化学投资五千亿韩元，在韩国新建锂电池正极材料厂。

2）蜂巢能源与清华大学开展电池安全设计合作。3）电网侧储

能入选山东首批能源领域重点目录。 

 下游：1）新能源商用车积分管理方案研讨会在京召开。2）IHS 

Markit 最新报告认为欧洲到 2021 年电动车保有量将达到 2018

年底的三倍。 

光伏：山煤钧石共建量产基地，异质结是下一个风口正获验证 

 上游：1）硅料，菜花料/致密料均价 58/76 元/kg，0%/0%，硅

料价格维持稳定。2）硅片，多晶/单晶硅片均价 1.85/3.12 元/

片，-0.5%/0%。硅片价格变化不大。 

 中游：1）电池，多晶/单晶 PERC 单面/单晶 PERC 双面电池，

国内价格为 0. 84/1.00/1.03 元/瓦，-1.2%/-2.9%/-1.9%，PERC

电池片的库存持续积压，整体需求状况低迷。通威太阳能官网

发布 8 月份电池片定价，其中单晶 PERC、多晶以及铸锭单晶

电池均出现不同幅度的跌价；2）组件，多晶/单晶 PERC310W

组件，国内价格为 1.71/2.03 元/瓦，0%/-1.0%，国内需求未明

显增温，国内组件需求需至九月才能够明显的拉动。山煤国际

公告与钧石共建 10GW 异质结电池产线，异质结风口再近。 

 下游：上半年印度新增发电产能 7.8GW，太阳能占 3.5GW；

美国对华光伏组件双反第五轮复审终裁结果出炉。 

风电：上半年风电装机新增 9.1GW，继续看好风电行业 

 上游：铜跌 0.92%，中厚板涨 0.25%，环氧树脂价格维持稳定，

继续看好原材料价格稳定对上游零部件企业盈利的稳定作用。 

 中游：总规模 110MW 灌阳风电正江岭风电场机组全部并网发

电。 

 下游：1）国家能源局发布《1-6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1-6 月我国新增风电装机 9.1GW；2）国电电力上半年新增风电

装机 12.6 万千瓦，发电量 69.07 亿千瓦时；3）新疆自治区上

半年弃风率 16.9%。 

重点推荐： 

 锂电：宁德时代、格林美、星源材质、亿纬锂能。 

 光伏：硅料龙头、隆基股份、捷佳伟创、迈为股份。 

 风电：中材科技、东方电缆。 

风险提示：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新能源发电装机不及预期，
工业自动化发展不及预期，电力设备投资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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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本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上涨 1.76% 

截止 7 月 28 日，上证综指 2,944.54 点，上涨 0.70%，成交 8,653.56 亿；深证成指 9349.00 点，上涨 1.31%，

成 10,237.10 亿；创业板 1,561.86 点，上涨 1.29%，成交 3,415.61 亿。 

图表1： 中信一级行业本周涨跌幅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中信电气设备 4,692.56 点，上涨 1.76 %，在中信 29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6。细分板块来看，本周光伏、电

力设备、一次设备、二次设备、核电版块分别上涨 4.25%、1.76%、1.04%、0.30%、0.10%，发电设备、锂电

池指数、新能源汽车指数版块分别下降 -0.10%、-0.80%、-0.84%、-1.37%。 

图表2： 中信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本周涨跌幅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本周股票涨跌幅前五的公司 

涨幅居前五的股票为德赛电池、ST 远程、金能科技、熊猫绿能、中际旭创；跌幅居前五的股票为诺德股份、

智云股份、多氟多、三超新材、哈尔滨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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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本周涨跌幅前五的股票涨跌幅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新能源汽车：硫酸镍大涨，看好正极产业链涨价前景带来业绩弹性 

新能源汽车行业追踪 

本周新能源汽车指数收于 1,769.04 点，下跌 0.84 %；锂电池指数收于 3,283.19 点，下跌 0.80%。 

动力电池价格情况追踪 

锂电池：市场淡季延续 

车企反馈，近段时间新能源车订单还是未见好转，根据排产规划，预计行情将至少持续至 8 月中旬。另根

据电池厂排产规划，6-7 月份电池产量都处于较低水平，不过装机数据受 6 月抢装影响呈现畸高，预计 7 月数据

将呈现断崖滑坡。现 2500mAh 三元容量电芯 5.9-6.2 元/颗，2500mAh 三元小动力电芯 6.3-6.6 元/颗；铁锂动力

电池模组 0.76-0.8 元/wh，三元动力电池模组 0.9-0.95 元/wh。 

正极材料：三元材料企业挺价意愿逐渐转强 

三元材料：在经过一个月的低开工率以及甩货行情之后，近期国内三元材料企业的库存货源水平有所降低。

降库存压力减弱之后，三元材料企业挺价意愿逐渐转强，推动三元材料价格走出一波小幅反弹行情。截止本周

五，国内 NCM523 动力型三元材料报在 12-12.5 万/吨之间，较上周小涨 0.5 万/吨，NCM 数码 523 型三元材料

报在 11.8-12 万/吨之间，较上周小涨 0.5 万/吨。 

三元前驱体价格本周小涨 0.1 万/吨左右，目前 523 型三元前驱体报在 7.1-7.3 万/吨之间，此前硫酸镍价格的

迅速反弹是导致本周三元前驱体价格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硫酸镍方面，随着镍价的冲高回落，本周硫酸镍价

格重新转稳，目前市场报价在 2.4-2.6 万/吨。硫酸钴方面，受钴价跌势放缓以及硫酸钴供应压力减弱影响，近期

国内硫酸钴企业表现出一定的调涨意愿，不过下游接货意愿较低，因此实际市场成交情况并不理想，目前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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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主流报价仍维持在 3.5-3.8 万/吨之间，较上周持平。硫酸锰价格本周持稳，目前报在 0.66-0.68 万/吨。 

磷酸铁锂：近段时间，黄磷涨价事件仍在延续，目前热法磷酸主流报价在 7K 左右，磷酸铁厂家基本都不

能接受，现在是有库存的用库存，没库存的停工减量。目前，行业整体处于淡季，需求量不大，尚可维持。待

低价库存品消耗完后，未来磷酸铁锂的成本上涨将成必然。现主流磷酸铁锂报 4.5-4.8 万/吨，含税承兑。 

碳酸锂：本周碳酸锂价格延续跌势。三元材料、磷酸铁锂等厂家开工率无明显改善，总体市场需求不振。

工业级碳酸锂报 6.2-6.4 万元/吨，电池级碳酸锂报 6.7-7.1 万元/吨，电池级氢氧化锂报 7.6-7.9 万元/吨，市场价

格持续阴跌，但依然有价无市，鲜有成交。 

钴：本周电解钴价格报在 21.8-22.8 万/吨之间，较上周小跌 0.4 万/吨。虽然近期钴市需求端表现仍不理想，

但是市场整体悲观情绪有所修复，部分观点甚至认为钴价已经跌无可跌，后市有望重新反弹。四氧化三钴本周

价格企稳，目前报在 15-15.5 万/吨之间。 

负极材料：材料市场尚可 

产品价格主流主持，现国内负极材料低端产品主流报 2.1-2.8 万元/吨，中端产品主流报 4.3-5.7 万元/吨，高

端产品主流报 7-9 万元/吨。近期负极材料厂家仍表示情况一般，市场还仍处于淡季，动力市场急刹车，数码市

场进入淡季，不仅大厂表示日子难过，小厂也出现减量现象。价格方面表面平稳，内里却也是暗潮汹涌，电池

厂家的低价诉求主题是不变的主旋律。短期来看，目前的市场情况仍将要延续一段时间。 

隔膜：市场维持低迷气氛 

本周国内隔膜市场维持低迷气氛，交投依然清淡，全国整体总产量持续下跌，隔膜厂家库存偏高，但整体

报价基本稳定。其中，数码价格：5μm 湿法基膜报价 3-3.8 元/平方米；5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3.9-4.7 元/平方米；7um 湿法基膜报价为 2-2.6 元/平方米；7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2.7-3.8 元/平

方米。动力价格方面：14μm 干法基膜报价为 1-1.3 元/平方米；9um 湿法基膜报价 1.4-1.9 元/平方米；9μm+2

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2.8-3.5 元/平方米。 

电解液：市场表现一般 

各家出货情况没有明显增长，产品价格方面依然有来自下游和同行的压力。现国内电解液价格普遍在 3.3-4.4

万元/吨，高端产品价格在 7 万元/吨左右，低端产品报价在 2.3-2.8 万元/吨。据某电解液厂家表示 ，目前公司订

单是数码市场为主，但目前淡季效应已经凸显，价格方面虽然暂时没有变化，但是压力较大。原料市场，目前

六氟磷酸锂市场大厂出现明显减产现象，价格明稳暗降，新进入厂家在刷新市场低价，主流厂家价格处于窄幅

调整阶段，尽管有来自原料市场的有力支持，但在行业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调涨的底气。现市场

价格主流报 9-10.2 万元/吨，高报 12 万元/吨。溶剂价格高位持稳，现 DMC 报 7500 元/吨左右，DEC 报 14500

元/吨左右，EC 报 16000-20000 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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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本周锂电材料价格一览 

本周锂电材料价格一览 

锂电材料种类 材料类别 本周价格 价格单位 周变动 月变动 年变动 

电芯 
动力 18650 2Ah 国产高端 7.00 元/支 0% 0% -1% 

动力 18650 2Ah 国产中端 5.80 元/支 0% 0% -2% 

正极 
三元 523 湖南杉杉 15.00 万元/吨 0% 0% 0% 

LFP 斯特兰 4.55 万元/吨 0% -2% -41% 

电解液 
三元 圆柱 2.2Ah 4.50 万元/吨 0% 0% 8% 

LFP - 3.50 万元/吨 0% 0% -16% 

隔膜 

湿法 16um 国产中端 1.55 元/平米 0% 0% 0% 

湿法 16um 进口 5.50 元/平米 0% 0% 0% 

干法 16um 国产中高端 0.00 元/平米 0% 0% 0% 

干法 16um 进口 4.50 元/平米 0% 0% 0% 

负极 
天然石墨 中端 4.50 万元/吨 0% 0% 6% 

人造石墨 容量 350Ah/g 7.00 万元/吨 0% 0% 0% 

前驱体 三元前驱体   72.50 元/千克 1% -7% -41% 

钴矿 

金属钴 最高价 275.00 元/千克 0% 0% 0% 

硫酸钴 20.5%min 37.00 元/千克 3% -8% -65% 

四氧化三钴 146.50 元/千克 0% -12% -62% 

锂矿 

金属锂 99.9%min 655.00 元/千克 -2% -9% -28% 

电池级碳酸

锂 
含量>99.5% 68.50 元/千克 -4% -7% -34% 

单水氢氧化锂 77.00 元/千克 -3% -8% -45% 

硫酸镍 硫酸镍 Ni22%min；Co0.4%max 25.75 元/千克 0% 4% -6% 

其他 六氟磷酸锂 电解液锂盐 9.75 万元/吨 -7% -7% -19% 

  DMC 电解液溶剂 5.60 元/千克 0% -3% -20% 

  铜箔 8um 赣州逸豪 89.50 元/千克 0% 0% -2% 

资料来源: : wind,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亚洲金属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行业动态 

 国家能源局：截至 6 月底累计建成充电桩 100.2 万个: 7 月 25 日，国家能源局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19

年上半年能源形势等情况。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李福龙介绍，近年来，电力在我国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

重不断提高。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能替代量约 980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9%。截至 6 月底，累计

建成充电桩 100.2 万个，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第一电动） 

 LG化学投资 5000亿韩元 在韩国新建电池材料工厂：据外媒报道，韩国电池制造商 LG化学于 7月 25日表示，

已同意投资 5000 亿韩元（4.2403 亿美元）在韩国建立一家工厂，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第一电动） 

 注册资本 70 亿 蔚来汽车在北京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据天眼查数据显示，7 月 24 日，蔚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注册资本 70 亿，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电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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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出行 13.75 万股股份将被转让 整体估值 550 亿美元：7 月 24 日，记者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

滴滴出行 13.75 万股股份将被转让，但并未披露转让股份在总股本中的占比及出售价格。（第一电动） 

 国能电池承认欠薪，另有 12 亿应收账款未收回: 电车汇消息：7 月 22 日，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通知，承认由于受新能源行业影响，公司当前有 12 亿应收账款尚未收回，导致部分已离职员工的补偿金、

工资和报销款没有及时兑付。并就补偿金、工资和报销款问题做出了相应承诺。(Ofweek 锂电网) 

 恒大健康拟 1.78 亿元进一步收购卡耐新能源 9.589%股权：恒大健康（00708）公布，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

该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恒大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买方与深圳市邦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卖方订立内

容有关收购事项的股份买卖协议，买方同意按总代价人民币 1.78 亿元向卖方收购目标公司的 9.5890%股权。（电

池网） 

 成都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区域配套建设加氢站：成都市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构建低碳城市发展路径。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推动低碳城市建设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在郫都区、龙泉驿区等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运营区域配套建设加氢站，探索建设加氢、加油（加气）、充电综合能源站。（电池网） 

 海口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开工 投资 1.44 亿建桩 2221 个：该项目总计建设充电桩数量 2221 个，其

中直流桩 766 个、交流桩 1455 个，建设总功率 5.6 万千瓦，总投资额 1.44 亿元，建成后可以满足 11105 台电

动汽车充电需求。（电池网） 

 北京取消纯电动汽车市级财政补助 燃料电池汽车按中央与地方 1:0.5 比例补助：自 6 月 26 日起，北京取消

对纯电动汽车的市级财政补助。燃料电池汽车按照中央与地方 1:0.5 比例安排市级财政补助。如中央政策调整，

北京市相应政策按照中央政策另行制定。（电池网） 

 特斯拉 半年亏 11.1 亿美元：财报显示，今年二季度特斯拉营收 6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67%、环比增长

39.87%。而在盈利方面，二季度净亏损为 4.08 亿美元，同比收窄 43.18%、环比下降 41.88%。同时，今年上半

年特斯拉营收为 108.91亿美元，同比增长 46.97%，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1.1亿美元，同比收窄 22.2%。

（同花顺财经） 

公司公告 

【杉杉股份】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为 6,600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122,764,986 股）的 5.88%。 

【大洋电机】鲁楚平先生已将其部分所质押的公司股权共计 124,790,400 股份解除质押。 

【光华科技】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电子化学品绿色化提质增效改扩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电子化学品绿色化提质增效

改扩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19,378.1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16,503.1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2,875.00 

万元。 

【国轩高科】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拟以 2018 年年末累计未分

配利润向本公司分配现金红利 12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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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山煤钧石共建量产基地，异质结是下一个风口正获验证  

光伏行业追踪 

硅料 

本周硅料在单晶部分，基本还是延续上周的价格没有太大变化，但小料部分主流价格有些微调降。但由于

整体市场单晶用料还是较为紧张，加上部分新进单晶硅片厂可能会追高单晶用硅料价格，因此预估单晶用硅料

价格在八月仍是持平或有望再回升一到两块。目前仍有部分订单尚未签订完成，尤其在多晶用料的供应充足下，

价格可能还会下滑，因此买卖双方还在拉锯中，月底前陆续成交的合约，价格可能还会小幅降价。目前八月检

修的企业不多，整体国内市场在数个企业检修后，以及各厂调适单晶比例的过程中，基本都满开，因此八月的

整体供应还是偏多。本周单多晶用硅料的价差仍维持在每公斤 18 元人民币。多晶用硅料价格皆在每公斤 60 元

人民币以下，主流价格落在 57~58 元左右。 

海外硅料价格受到大陆国内波动影响，以及海外硅料供应充足，单晶用硅料价格微幅跌价，多晶则因为成

交不多，基本还是维持前期水平。（PVInfoLink） 

电池片 

PERC 电池片的库存持续积压，加上近期 PERC 电池片价格大多到了每瓦 1 元人民币上下、且短期内难有

起色，因此部份电池片厂家开始调低开工率，以控制库存水位。然而，在目前整体需求状况仍比较低迷的情况

下，低于 1 元人民币的订单逐渐增多，八月电池片价格依然不乐观。 

多晶电池片受到单晶 PERC 大幅降价影响，价格短期内仍然呈现缓跌趋势，市场上常规多晶电池片成交价跌至

每瓦 0.83-0.85 元人民币，且由于部分电池片厂商将单晶 PERC 产线小幅转回多晶，使得多晶电池片供应可能增

多，因此短期内价格仍然偏弱看待。（PVInfoLink） 

组件 

国内需求还未明显增温，组件厂在欲多巩固订单的情况下，近期报价较为凌乱，招投标、开标的价格区间

大，其中每瓦 2 元人民币甚至以下的 PERC 组件报价逐渐增多，三季度整体组件价格持续微幅下跌。 

算上前置作业时间，国内组件需求可能需至九月才能够明显的拉动，届时不仅国内需求有望快速回升，也将开

始步入海外市场旺季，因此目前仍预期四季度将是今年需求最旺盛的时刻，整体供应链在 9-10 月也有望出现跌

深反弹的情形。（PVInfoLink） 

 

 

 

 



 

  

9 

行业动态分析研究报告 

电气设备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图表5： 本周光伏产业链价格一览 

    现货价格 
周涨跌幅 

周涨跌幅 

(USD/RMB) 
    高 低 均 

硅料 

  多晶硅 多晶用 (USD) 6.9 6.5 6.8 -- -- 

  多晶硅 单晶用 (USD) 9 8.9 8.95 -0.60% -0.05 

  多晶硅 菜花料 (RMB) 59 57 58 -- -- 

  多晶硅 致密料 (RMB) 78 74 76 -- -- 

硅片 

  多晶硅片 - 金刚线 (USD) 0.252 0.250 0.250 -0.80% -0.002 

  多晶硅片 - 金刚线 (RMB) 1.880 1.830 1.850 -0.50% -0.01 

  单晶硅片 - 180µm (USD) 0.420 0.410 0.415 -- -- 

  单晶硅片 - 180µm (RMB) 3.170 3.080 3.120 -- -- 

电池

片 

  多晶电池片 - 金刚线 - 18.7% (USD) 0.128 0.109 0.111 -0.90% -0.001 

  多晶电池片 - 金刚线 - 18.7% (RMB) 0.860 0.820 0.840 -1.20% -0.01 

  单晶电池片 - 20% (USD)  0.129 0.125 0.128 -- -- 

  单晶电池片 - 20% (RMB) 0.990 0.970 0.980 -- -- 

  单晶 PERC 电池片 - 21.5%+ (USD) 0.175 0.135 0.140 -1.40% -0.002 

  单晶 PERC 电池片 - 21.5%+ (RMB) 1.150 0.970 1.000 -2.90% -0.03 

  单晶 PERC 电池片 - 21.5%+ 双面 (USD) 0.175 0.138 0.140 -1.40% -0.002 

  单晶 PERC 电池片 - 21.5%+ 双面 (RMB) 1.150 1.020 1.030 -1.90% -0.02 

组件 

  275W 多晶组件 (USD) 0.330 0.215 0.220 -- -- 

  275W 多晶组件 (RMB) 1.780 1.690 1.710 -- -- 

  285W 单晶组件 (USD) 0.350 0.238 0.239 -- -- 

  285W 单晶组件 (RMB) 1.960 1.920 1.930 -- -- 

  305W 单晶 PERC 组件 (USD) 0.400 0.260 0.277 -- -- 

  305W 单晶 PERC 组件 (RMB) 2.200 2.100 2.150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 (USD) 0.430 0.260 0.270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 (RMB) 2.080 1.940 2.030 -1.00% -0.020 

资料来源:PVInfoLink,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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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光伏多晶硅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7： 光伏硅片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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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光伏电池片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9： 光伏组件价格走势（单位：美元/瓦）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行业动态 

 单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已达 21.9%：在各界研究团队的努力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已

经超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太阳能电池，但它们仍有不耐水汽、高温与紫外光等难题，离大规模商业化还有一段

距离，最近沙特阿拉伯科学家或许已找出解决办法，他们研发出耐用、且转换效率达 21.9%的单晶钙钛矿电池。

（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蒙东电网 71 亿元可再生能源补贴下发：财政部财建〔2019〕275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文件下达地方电网可再生能源补贴 81 亿，其中光伏补贴 310.8 亿元。在 81 亿元的可再

生能源补贴中，内蒙古独占 71 亿元，全部为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辖区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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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印度新增发电产能 7.8GW 太阳能占 3.5GW：今年上半年，太阳能发电技术对印度新增发电能力的

贡献最大。在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增加的 7.8 吉瓦新增产能中，太阳能占 3.5 吉瓦。具体来说，1-6 月印度新

增发电容量 7.8 吉瓦，较之去年下半年同比增长 59%，但是较之去年同期增长 39%。通常来说，每年上半年新

增产能都会出现大幅增长，因为这一时期的前三个月是印度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季度，项目开发商在每个月财

政年度结束之前都会竞相委托任何待定项目。（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156.75 单晶 PERC 电池片 1 元/W 通威公示 8 月报价：7 月 25 日，通威太阳能官网发布 8 月份电池片定价，

其中单晶 PERC、多晶以及铸锭单晶电池均出现不同幅度的跌价。据公告显示，金刚线切多晶电池 0.85 元/瓦；

多晶黑硅电池 0.90 元/瓦；156.75 尺寸单晶 PERC 电池 1 元/瓦；158.75 尺寸单晶 PERC 电池 1.03 元/瓦；铸锭单

晶 PERC 电池 0.95 元/瓦。（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正泰 2.67%，晶科、晶澳等 4.06% ，美国对华光伏组件双反第五轮复审终裁结果出炉：日前，美国对华

晶体硅光伏电池组件双反税率第五轮复审冲裁结果公布，本次征税范围为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出口自美国的光伏产品。在本次终裁结果中，包括正泰、晶澳、晶科、东方日升等在内的 23 家企业获得

了单独的税率，其中正泰税率最低，为 2.67%，东方日升税率为 4.79%。其余 21 家企业税率均为 4.06%。 

公司公告 

【隆基股份】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分别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昌泰铝材有

限公司签订长单采购合同，合同采购量合计分别为 4,710 万套和 4,970 万套，根据当前市场行情预估合同总金额

分别约 25.90 亿元人民币（含税）和 27.34 亿元人民币（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日出东方】发布半年预告，预计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左右。 

【拓日新能】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股 东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函告，获悉

喀什东方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6,500 万股解除质押及 5,800 万股再质押。 

【中环股份】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参股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股权通过产

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转让后公司对新疆协鑫持股比例将由 30%变更为 27%。 

【东方日升】2019 年 7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9 年第 92 次发

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

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未获得通过。 

风电核电：上半年风电装机新增 9.1GW，继续看好风电行业 

风电行业追踪 

本周风电上游原材料价格跟踪：铜下跌 0.92%，中厚板涨 0.25%，环氧树脂价格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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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个项目总 176 万千瓦！商丘公示 2019 年分散式风电项目储备：北极星风力发电网获悉，近日河南省商

丘市发布《商丘市“十三五”分散式风电项目申请表》，商丘发改委表示，商丘 2019 年分散式风电项目储备正

在进行公示，总 48 个项目 175.82 万千瓦。（北极星风电网） 

1-6 月我国新增风电装机 9.1GW 国家能源局发布《1-6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国家能源局发布《1-6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据国际能源网/风电头条整理，1-6 月，我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风电装机容量

19269 万千瓦，同比增长 12.2 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909 万千瓦，同比增加 99 万千瓦。（北极星风电网） 

国电电力：上半年新增风电装机 12.6 万千瓦 发电量 69.07 亿千瓦时：北极星风力发电网获悉，国电电力近

日发布公告，公司 2019 年 1-6 月累计完成发电量 1710.29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1615.06 亿千瓦时，较同期分别

增加 3.15%和 2.64%。（北极星风电网） 

总规模 110MW 灌阳风电正江岭风电场机组全部并网发电：近日，灌阳风电正江岭风电场 30 台风电机组

全部并网发电，加上此前已并网发电的码头风电场 25 台机组，灌阳风电并网投产机组已达 55 台，装机规模总

计 11 万千瓦。（北极星风电网） 

又降 12 个百分点 新疆自治区上半年弃风率 16.9%！：日前，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发布风电上半年运行数据，

2019 年 6 月，新疆自治区弃风电量 7.9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减少 34.2%；弃风率 16.3%，同比下降 10.3 个百

分点。分区域看，博州地区、巴州风电消纳情况良好，弃风率分别为 6.1%、3.8%；昌吉州、阿勒泰地区风电消

纳形势不容乐观，弃风率分别为 26.3%、31.3%，远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北极星风电网） 

上半年风电投资同比增长 54.8%！中电联发布 2019 年 1-6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北极星风力发电网获悉，

中电联日前发布 2019 年 1-6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其中，1-6 月份，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风电厂发电量 214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7.1 个百分点；全国并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133 小时，

比上年同期降低 10 小时；风电投资 294 亿元，同比增长 54.8%。（北极星风电网） 

核电公告 

【中国核电】据国家能源局网站消息，截止 6 月底，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福建漳州核电项目已

获得核准。 

风险分析 

1. 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2. 新能源发电装机不及预期； 

3. 电力设备投资不及预期； 

4. 工业自动化发展不及预期； 

5. 材料及产品价格下跌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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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宏观经济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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