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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 

兴安盟 3GW 招标结果出炉，7 月客车抢装驱动电池装机同比提升 
核心推荐组合：天顺风能、亿纬锂能、隆基股份、阳光电源、中环股份、恩捷股份、

宏发股份、国电南瑞 
新能源发电： 

光伏：隆基股份继续深度绑定上下游重要客户和供应商，深化光伏产业链合作。本

周隆基股份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和上游多晶硅料供应商大全新能源签订 11.2 万吨多

晶硅料采购合同并和下游客户山西潞安太阳能签订总计 21 亿片的硅片销售协议。今

年以来，隆基股份已和多家供应商签订原材料长期采购合同，主要包括光伏玻璃

（23019 万平米）、铝边框（9680 万套）和多晶硅料（11.28 万吨），和两份硅片

长期销售合同，累计 34.1 亿片。同时今年公司还和通威股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隆

基股份参股通威股份包头 5 万吨多晶硅料产能 30%股权，2020~2022 年每年采购不

少于权益产能的 2.5 倍；通威股份参股隆基股份宁夏银川 15GW 单晶硅片产能 30%

股权，2020~2022 年每年采购不少于权益产能的 2.5 倍。光伏龙头公司通过长单方

式绑定重要供应商和客户，有助于企业做更好的供应链管理，也可以防止未来单环

节出现供应紧缺的现象。同时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合作也更利于产业链共同实现降

本增效。建议关注，单晶环节两大寡头隆基股份、中环股份；多晶硅料和电池片厂

商通威股份；多晶硅料企业新特能源（H）和大全新能源（美）；光伏玻璃供应商

福莱特玻璃（H）和信义光能（H）。 

风电：中广核兴安盟基地招标候选人出炉，金风科技和东方电气分别中标 1.5GW。

本周中广核官方平台发布中广核兴安盟风电基地招标结果。金风科技和东方风电分

别中标，中标容量均为 1.5GW，机型均为 3.X MW 和 4.X MW 陆上风电机组混搭，

中标总金额分别为 51.01 亿、49.04 亿元。中广核兴安盟项目是继国家电投乌兰察布

6GW 风电基地之后，又一个大型风电基地项目。根据前期招标文件，本次招标的两

个标段交货日期预计均在 2019 年 8~10 月完成交货。下半年之后，风电抢装将进入

旺季，短期来看，产业链景气度将继续提升。同时长期来看，随着风电大基地的推

进，龙头风机厂商在大基地的竞争中更具备竞争优势，集中度有望继续提升。建议

关注，风电板块天顺风能、中材科技、金雷股份、日月股份和金风科技。 

新能源汽车： 7月客车抢装，装机量同比大幅增长，驱动整体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

提升。根据 GGII 统计数据，7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4.69GWh，同比增长 40%，环

比下滑 29%，电池装机量增速高于新能源车产量增速，主要因车型结构变化。乘用

车及专用车由于过渡期透支，装机量同环比均有所下滑，尤其专用车下滑明显。客

车由于过渡期延迟至 8 月 5 日结束，7 月抢装明显，装机量 2.36GWh，同环比分别

大幅增长 294%和 109%，但预计 8 月客车装机量将形成拖累。中游经历 6/7 月减产

之后，8 月排产有所回暖，为 9 月及四季度的传统旺季启动战略库存储备，产业景

气回升，底部已现。to B 端需求（政府用车、出租车、网约车）较为旺盛，尤其网

约车需求在以滴滴为代表的出行平台转向自营重资产投资以及主流车企开始探索自

建出行平台的模式下，预计将是未来两年新能源乘用车需求的强力支撑。维持板块

已进入底部区间判断，长周期电动化趋势不可逆，短周期产业拐点已至，板块持仓

已降至低位，看空者无持仓，下跌幅度有限，估值底部有支撑，上涨有空间。继续

推荐亿纬锂能、恩捷股份、璞泰来、宏发股份、宁德时代、当升科技、新宙邦；关

注星源材质。 

电力设备：国网、南网继续推进电力物联网建设：近期国网中期会议上，国网董事

长寇伟表示要以更高站位认识建设“三型两网”，再次强调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重

要性。目前国网已印发泛在电力物联网 2019 年建设方案，统筹安排 57 项建设任务、

25 项综合示范和 160 项自行拓展任务；编制三年（2019-2021 年）规划和应用系统、

数据平台、网络安全 3 个专项规划等，推进力度强。此外，南网近期也宣布初步完

成从传统信息系统向基于南网云的新一代数字化基础平台和互联网应用的转型，初

步具备对内对外服务的能力，2019-2020 年预计投资 85 亿加大对电网“数字化”的

投入。伴随相关工作的积极推进，我们认为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工作将是持续的，

且规模有望继续扩大。重点推荐软件端：国电南瑞、岷江水电、远光软件；硬件端：

金智科技、智光电气。  

风险提示：新能源装机需求不及预期，新能源发电政策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不及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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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股票  股票  投资   EPS （元）   P E  

代码  名称  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600438 通威股份 增持 0.52 0.85 1.06 1.19 25.38 15.53 12.45 11.09 

601012 隆基股份 增持 0.71 1.20 1.51 1.75 34.76 20.57 16.34 14.10 

002531 天顺风能 买入 0.26 0.39 0.50 0.61 20.96 13.97 10.90 8.93 

002202 金风科技 买入 0.76 0.80 0.94 1.16 15.05 14.30 12.17 9.86 

300073 当升科技 增持 0.72 0.92 1.23 1.63 31.00 24.26 18.15 13.69 

300750 宁德时代 买入 1.54 2.12 2.72 3.62 46.71 33.93 26.44 19.87 

300014 亿纬锂能 增持 0.59 1.03 1.47 1.87 50.12 28.71 20.12 15.81 

600885 宏发股份 买入 0.94 1.08 1.31 1.62 26.83 23.35 19.25 15.57 
 
资料来源：贝格数据，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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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核心观点 

1.1 新能源发电 

1.1.1 光伏 

隆基股份继续深度绑定上下游重要客户和供应商，深化光伏产业链合作。本周隆基股份

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和上游多晶硅料供应商大全新能源签订 11.2 万吨多晶硅料采购合同，

执行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并和下游客户山西潞安太阳能签

订总计 21 亿片的硅片销售协议，执行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今年以来，隆基股份已和多家供应商签订原材料长期采购合同，主要包括光伏玻璃

（23019 万平米）、铝边框（9680 万套）和多晶硅料（11.28 万吨），和两份硅片长期销

售合同，累计 34.1 亿片。同时今年公司还和通威股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隆基股份参股

通威股份包头 5 万吨多晶硅料产能 30%股权，2020~2022 年每年采购不少于权益产能

的 2.5 倍；通威股份参股隆基股份宁夏银川 15GW 单晶硅片产能 30%股权，2020~2022

年每年采购不少于权益产能的 2.5 倍。光伏龙头公司通过长单方式绑定重要供应商和客

户，有助于企业做更好的供应链管理，也可以防止未来单环节出现供应紧缺的现象。同

时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合作也更利于产业链共同实现降本增效。 

图表 1：隆基股份今年以来重大合同梳理 

公告时间  合同类型  合作公司  产品  数量  执行时间  

2019/8/10 销售 潞阳光伏 硅片 21 亿片 2020/1/1~2022/12/31 

2019/8/8 采购 大全新能源 
多晶硅

料 
11.28 万吨 2020/1/1~2022/12/31 

2019/7/23 采购 爱康科技 铝边框 4710 万套 至 2021/12/31 

2019/7/23 采购 昌泰铝材 铝边框 4970 万套 至 2021/12/31 

2019/7/17 销售 
越南电池科技和上海宜则新能

源 
硅片 13.1 亿片 2019/7/1~2021/12/31 

2019/7/4 采购 彩虹玻璃 玻璃 
6850 万平

米 
2019/7/3~2021/12/31 

2019/5/16 采购 福莱特玻璃和嘉福玻璃 玻璃 
16160 万平

米 
2019/7/1~2021/12/3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建议关注，单晶环节两大寡头隆基股份、中环股份；多晶硅料和电池片厂商通威股份；

多晶硅料企业新特能源（H）和大全新能源（美）；光伏玻璃供应商福莱特玻璃（H）和

信义光能（H）。 

 
1.1.2 风电 

中广核兴安盟基地招标候选人出炉，金风科技和东方电气分别中标 1.5GW。本周中广

核官方平台发布《中广核兴安盟 300 万千瓦革命老区风电扶贫项目风力发电机组设备技

术规范与要求风力发电机组设备采购(1 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和《中广核兴安盟 300

万千瓦革命老区风电扶贫项目风力发电机组设备技术规范与要求风力发电机组设备采购

(2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的通知。金风科技和东方风电分别中标，中标容量均为 1.5GW，

机型均为 3.X MW和 4.X MW 陆上风电机组混搭，中标总金额分别为 51.01 亿、49.04

亿元。中广核兴安盟总规模为 3GW，其中在科尔沁右翼前旗规划容量为 1GW，科尔沁

右翼中旗规划容量为 2GW。中广核兴安盟项目是继国家电投乌兰察布 6GW 风电基地之

后，又一个大型风电基地项目。根据前期招标文件，本次招标的两个标段交货日期预计

均在 2019 年 8~10 月完成交货。下半年之后，风电抢装将进入旺季，短期来看，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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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将继续提升。同时长期来看，随着风电大基地的推进，龙头风机厂商在大基地的

竞争中更具备竞争优势，集中度有望继续提升。 

 

建议关注，订单加速释放的零部件厂商龙头日月股份、金雷股份、中材科技；产能加速

释放的风塔设备商天顺风能；即将迎来毛利率拐点的金风科技。 

1.2 新能源汽车 

7 月客车抢装，装机量同比大幅增长，驱动整体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提升。根据 GGII

统计数据，7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7.4 万辆，同环比分别下滑 6%和 43%，表现为过渡

期需求透支特征，符合预期；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4.69GWh，同比增长 40%，环比下滑

29%。电池装机量增速高于新能源车产量增速，主要因车型结构变化，高带电量的客车

同比大幅提升所致。 

 

分车型结构来看，乘用车及专用车装机量同环比均有所下滑，尤其专用车下滑明显。乘

用车装机量 2.22GWh，同环比分别下滑 6%和 54%、专用车装机量 0.11GWh，同环比

分别下滑 75%和 82%。客车由于过渡期延迟至 8 月 5 日结束，7 月抢装明显，装机量

2.36GWh，同环比分别大幅增长 294%和 109%，但预计 8 月客车装机量将形成拖累。 

图表 2：分车型动力电池装机量统计（GWh） 

 
资料来源：GGII，国盛证券研究所 

 

中游电池 6/7 月排产回落，与 7/8 月下游车企排产较弱一致。7 月乘用车及专用车环比

下滑，客车抢装；8 月乘用车环比有所回升，但客车过渡期抢装后需求偏弱。进入 8 月，

中游排产有所回暖，为 9 月及四季度的传统旺季启动战略库存储备，产业景气回升，底

部已现。下游乘用车 8 月排产环比增长预计约为 20%，回升主要原因为：1）过渡期后，

车企基本都维持售价不变，车企、经销商、以动力电池为主的零部件厂商共同承担补贴

下滑。7 月在前期透支的影响下，基数较低，在终端价格不变的情况下，8 月需求回升

至正常水平。2）尽管有部分需求提前透支，to B 端需求如政府用车、网约车、出租车

等仍较为旺盛，尤其网约车需求在以滴滴为代表的出行平台转向自营重资产投资以及主

流车企开始探索自建出行平台的模式下，预计将是未来两年新能源乘用车需求的强力支

撑。 

 

维持新能源汽车板块已进入长周期底部区间的观点。  

1）即使在最悲观的情景下，政策也是产业最强力的底部保障，极端情况禁止燃油车上路

即可实现全面的电动化，还有限行限购限牌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双积分政策的出台可

确保产业平稳发展，政策制定的基础即以 2025 年新能源汽车 20%渗透率为目标，这一

目标明确，如有偏离中途便会进行政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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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性情景下，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新能源汽车产业近五年的发展已经是突飞猛进，

性价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达到并超过燃油车只是时间问题。且从技术角度看，真正的智

能化必然依赖于电动化，这是由电动车极简的机械结构和电气架构优势决定，特斯拉的

智能化迭代速度之快、优势之突出已经证明了电动车在智能化方面的潜力，消费者愿意

为差异化支付溢价。而目前主流车企都在推动的纯电动模块化平台车型，将于 2019 年

下半年逐步上市，第一轮产品周期启动，后续放量可期。 

 

6 月下旬的下跌形成板块长周期的底部，彼时市场在下调全年销量目标并下修板块业绩

预期的同时，对产业的长期趋势亦产生质疑，悲观预期已经充分反应。新能源汽车板块

持仓已降至低位，看空者无持仓，下跌幅度有限。低于预期的可能性较小，但高性价比

车型推出以及出租网约车旺盛需求导致超预期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25 倍是成长期行业

的估值底，新能源汽车目前渗透率不到 5%，作为长期空间大，盈利增长的稳定性和确

定性将大幅提升的行业，估值底部有支撑，上涨有空间。 

 

中游的技术迭代和下游供给优化将是长周期投资主线，两者是驱动产业发展的根本。继

续推荐亿纬锂能、恩捷股份、璞泰来、宏发股份、宁德时代、当升科技、新宙邦；关注

星源材质。 

1.3 电力设备 

国网、南网继续推进电力物联网建设：国网董事长寇伟强调以更高站位认识建设“三型

两网”，再次将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放在首要位臵。目前国网已印发泛在电力物联网

2019 年建设方案，统筹安排 57 项建设任务、25 项综合示范和 160 项自行拓展任务。编

制三年（2019-2021 年）规划和应用系统、数据平台、网络安全 3 个专项规划等。此外，

南网近期也宣布初步完成从传统信息系统向基于南网云的新一代数字化基础平台和互联

网应用的转型，初步具备对内对外服务的能力。2019-2020 年预计投资 85 亿加大对电

网“数字化”的投入。 

 

回顾上半年，国网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已形成丰硕实践案例，在营配贯通方面，基于统

一数据模型，贯通营配各项业务，更好地实现流程闭环、末端融合与数据共享，提升电

网精益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质量。国网江苏电力通过统一营配电网模型，开展业务流程

驱动，实现配网“一张图”同源维护、统一管理，营配数据质量得到有效管控。在安全

生产方面，重点推进“大云物移智”等信息技术与安全生产融合，进行业务创新和管理

创新，保障电网本质安全。国网山东电力、联研院开展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在输电巡

视中的应用，历经 3 次大规模技术验证、8 次算法模型更新，成功攻克巡视图像智能分

析技术难关等等案例。基于此我们认为国网在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已具备雏形，后续

试点的铺开将成为下阶段重点。 

 

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继续推进，国网发布配电物联网技术发展白皮书：近期国网设备管

理部于对外介绍了近一年以来配电物联网技术发展系列创新成果，其中包括：《配电物联

网技术发展白皮书》，11 项团体标准（草案）等。白皮书聚焦“云、边、端、管、模型、

安全”十大关键技术，全面覆盖配电网各类使用场景，为下一步建设招标指明了方向。 

 

根据前期新闻，国家已发布泛在电力物联网 2019 年建设方案涉及对内业务、对外业务、

数据共享、基础支撑、技术攻关、安全防护 6 大方面、57 项建设任务，以及省、地市、

县、园区 4 个层级、25 项大型综合示范工程。其中 2019 年将开展 57 项任务中的 27 项

重点任务，主要包括网上电网应用构建、配电物联网建设、新一代调度自动化系统建设、

“国网云”深化建设应用、“国网芯”和智能终端研发应用等。泛在电力物联网是国网“三

型两网”战略目标的重要拼图，我们认为相关工作将是持续的，且规模有望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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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各网省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规划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作为实现电力系统各环节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具有状态全面感知等特征的智慧服务系

统，泛在电力物联网由国网层面统一推动望加速推进相关企业的业务拓展，重点关注软

件层：国电南瑞、岷江水电、远光软件；硬件层：金智科技、智光电气等。 

二、核心推荐标的 

省份 行动规划内容

北京 十大应用工程+三大综合示范区

国网北京市电力出炉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工作行动计划，全面启动泛在电力物联网十大应用工程建设。

重点打造精准供电服务，开展智慧能源管家服务，创新电动汽车智慧共享充电服务模式，打造现代（智慧）供应链，建设“网上电网
”平台和多维精益管理体系。

打造三大综合示范区：北京冬奥会配套区域、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打造，率先开展泛在电力物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在国家重点工程中的示范应用。

天津 分层次布局，分层次布局，线上线下打造能源互联网生态圈线上线下打造能源互联网生态圈

分园、区、市三个层面统筹技术与空间布局。产业园侧重应用层，实现关键技术、平台和模式应用示范。滨海新区侧重平台层，实
现“两网”融合综合示范。全市范围侧重感知层和网络层，实现泛在电力物联网在津“一年全面见效，两年基本建成，三年具备商业
价值”。
以天津综合能源服务中心为主体，首先，做实线下智慧能源服务实体业务。其次，做强线上智慧能源服务平台，最终打造包涵政府、
终端客户、上下游企业的能源互联网生态圈。

翼北 22项专项试点建设任务，启动虚拟电厂示范工程

国网冀北电力对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作出全面部署安排，明确了22项专项试点建设任务，“虚拟电厂接入的电力交易”作为促进清洁
能源消纳的重点任务被列入其中，为全力支撑启动“冀北虚拟电厂示范工程”建设。
虚拟电厂示范工程将围绕“一个平台”“两张网络”“多方应用”展开。“一个平台”为虚拟电厂智能管控平台，；“两张网络”
包括能源互联网以及泛在电力物联网。

将以秦皇岛市为试点进行一期示范工程建设，后期将扩大至张家口等区域。

山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深挖大数据，构建信息服务平台

国网山东电力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在济南、青岛建成配电物联网示范区。优化骨干通信网架，开展无线专网试点，力争建成
39座北斗地基增强网基站。深化全业务数据中心建设， 8月底前建成人工智能技术平台。

深挖大数据驱动价值。成立数据资产管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实验室建设，开展数据资产管理和规划编制。

构建多元信息融合的服务平台。全面推广“网上国网”，实现全业务线上办理，创建省级客户侧用能服务平台。

湖北 20个示范项目和11个研究创新课题

国网湖北电力初步确定了20个示范项目和11个研究创新课题。

对内业务方面，探索设备精益运检、供电服务指挥平台、现代（智慧）供应链等平台建设与示范应用。

对外业务方面，打造智慧能源服务的示范项目，包括建设多能互补智能绿色能源中心；光充储一体化充电设施等。

基础支撑方面，开展11个创新课题研究，探索“国网云”与公司全业务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示范应用、电力北斗时空基准服务平台建设
及示范工程等研究。

福建 加快建设电力无线专网提升电力通信整体覆盖水平

福州供电作为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无线专网建设试点，现已建成专网基站17座，接入配电自动化、用电信息采集、站房综合监控
等业务终端295个，覆盖面积达98平方千米。
下一步，该公司将根据公司顶层设计框架，加快“有线+无线”“公网+专网”泛在终端通信接入网建设，重点构建城镇及以上供电
区域无线专网，打通泛在电力物联网接入的“最后一公里”。

宁夏 制定电网“1246”发展战略，加紧推进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

构建全业务统一数据中心，完成省级通信传输网双重化改造、信息通信第五机房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智慧能源生态圈等。银川
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已被纳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区域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项目。

制订了宁夏电网“1236”发展战略，实施主网架强化升级和配电网高质量发展两大行动计划，实现六个“一流”

超前开展“十四五”电网规划，加快建设750千伏“日”字型和“目”字型电网，形成区内3个750千伏环网、跨省交流3通道、跨区直
流3通道的“333”主网架格局。推进外送型电网建设，启动宁夏跨区外送电力第三通道前期研究工作。

新疆 出台2019年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工作方案，形成6个方面的35项重点工作任务

制订实施泛在电力物联网三年行动计划，分内部业务、对外业务、数据共享、基础支撑、技术攻关和安全防护等6个方面的35项重点
工作任务。
开展“国网云”推广建设，完善提升5项“国网云”核心组件功能，实现18套业务应用迁移上云。深化全业务统一数据中心建设，完
成全域模型SG-CIM4.0落地部署，开展全业务探索构建。

升级现有信息通信基础架构、探索多站融合建设模式、建设企业级物联网应用、现代（智慧）供应链等

黑龙江 建设电力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形成泛在电力物联网基础构架

以研发城市电力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为切入点，加快搭建“大数据池”，设计了无人机飞控、电力经济分析等多个应用子模块，初步
建成了哈尔滨市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基础构架。
深入推广“互联网+”线上办电平台，升级“网上国网”等电子渠道；利用两年时间逐步实现为大中型企业客户提供省力、省时、省
钱“三省”服务，以及小微企业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三零”服务。

试行推广实物ID，实现全环节信息贯通；成立高寒地区输配电智能巡检中心，探索智能电力巡检模式。



 2019 年 08 月 11 日 

P.8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恩捷股份：在基膜环节已形成成本领先优势，同时在涂覆环节具备差异化研发能力，国

内一超地位已经基本奠定，逐步进入全球扩张期。基膜环节重资产，有一定规模效应，

依赖于设备及工艺环节经验积累，形成的成本优势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可长期享受超

额收益。涂覆环节轻资产，附加值体现在涂覆浆料的研发能力以及涂覆工艺上，差异化

研发能力为公司海外扩张奠定基础。 

 

宁德时代：宁德时代与 ATL 一脉相承，创新是公司底层基因。ATL 时代苹果严苛要求帮

助公司管理体系优化，与宝马合作完成了管理体系向汽车级要求升级，一开始就站在了

国内企业难以企及的高度。公司以差异化竞争战略导向，重视人才，搭建顶尖的研发团

队，投入巨资，完成从原材料到工艺设备的高度技术掌控，与优质车企形成广泛深度绑

定，实现成本与技术双重领先。在国际竞争中，公司的竞争优势根植于中国的产业集群，

欧美锂电产业已经出局，日本由于封闭供应链体系已显颓势，韩国的产业集群基础相对

薄弱，叠加有利的需求条件，公司将成长为全球龙头。 

 

当升科技：受益高镍化趋势，单吨盈利有望大幅提升，实现利润高速增长。高镍正极技

术难度大，掺杂包覆及参数控制均需要大量的工艺经验积累以及与电池厂的配套开发，

先行者具备先发优势，有望重塑行业格局，实现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公司高镍产品已经

于 17 年底投产。 

 

璞泰来：技术与资本完美对接，内生与外延并举。公司深度绑定 ATL 与宁德时代，通过

内生与外延不断培育新业务增长极，形成业务板块协，将跟随龙头公司进入稳步扩张期。 

 

新宙邦：高镍化趋势下，具备差异化研发能力的电解液企业竞争优势强化。高镍动力电

池配套的电解液技术难度显著增加。电池企业的电解液研发人员配臵较少，研发能力较

弱，需与电解液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公司具备电解液差异化研发能力以及多种核心添加

剂生产能力及专利，有望在产业链普遍降价压力下维持相对稳定的盈利能力。 

 

宏发股份：新能源汽车高压直流继电器行业龙头，也是全球继电器行业龙头，对制造业

体系理解深刻且自动化生产水平高。通用继电器回暖、汽车继电器出货量持续增长为业

绩形成重要支撑；先进制造相关标的。 

 

金风科技：金风科技作为国内风机整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在逐步提升。2018 

年金风科技新增风机装机容量 6.7GW，市占率达 31.6%，几乎等于第二梯队远景能源

和明阳智能的总和。全球来看，公司也具备较强实力。2018 年金风科技新增装机市占

率为 14.2%，仅次于维斯塔斯（ Vestas），位列第二。 

 

天顺风能：天顺风能是目前国内风塔行业中的领先企业，获得了 Vestas 和 GE 合格供应

商的资格认证。凭借优势的海外渗透率。公司通过技改提升自身产能，随着国内风电行

业的好转，天顺风能在国内的市占比也有望提升。公司积极布局风电场和叶片业务。截

至 2018 年底，公司在运营风电场容量为 465MW，发电规模大幅上升，公司的叶片板块

也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隆基股份：光伏单晶硅片、组件龙头公司。随着未来公司硅片、组件的产能大幅度提升，

作为行业的龙头公司，具备足够强的行业议价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公司的技术积累与

沉淀可以使得在产业链不断降价的同时保证其高于同业的利润率，高效单晶 PERC 组件

将是公司今年重点要的看点。 

 
东方电气：公司是老牌电力设备制造商，与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并列国内三大电力设

备主机制造商，处于火电设备市场第一梯队。公司主要的核电产品包括核岛部分的压力

容器，蒸汽发生器、控制棒驱动机构和堆内构件；常规岛设备的汽轮机、发电机、汽水

分离再热器等。产品覆盖目前国内所有核电技术，包括二代改进型、三代（EPR、AP1000），

自主三代（CAP1400、华龙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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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建：中国核建在国内核电建设领域具备绝对竞争优势，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民用工

程建设板块。公司项目储备丰富，为后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三代核电陆续

并网，公司核电业务有望回归正常水平，业绩得到进一步发展。 

  



 2019 年 08 月 11 日 

P.10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三、产业链价格动态 

3.1 光伏产业链 

图表 4：光伏产业链价格涨跌情况，报价时间截至：2019-07-31 

  现货价格       涨跌幅   涨跌幅   

  （高/低/均价）     （%）    （$）    

多晶硅                 

多晶硅菜花料(RMB) 59 56 57   -1.7   -1   

多晶硅致密料(RMB) 78 74 75   -1.3   -1   

硅片                 

多晶硅片-金刚线(USD) 0.25 0.248 0.249   -0.4   -0.001   

多晶硅片-金刚线(RMB) 1.85 1.82 1.83   -1.1   -0.02   

铸锭单晶 - 158.75mm (USD) 0.375 0.37 0.37   -   -   

铸锭单晶 - 158.75mm (RMB) 2.9 2.85 2.85   -   -   

单晶硅片-180pm (USD) 0.42 0.41 0.415   -   -   

单晶硅片-180pm (RMB) 3.17 3.08 3.12   -   -   

单晶硅片-G1 158.75mm (USD) 0.465 0.46 0.46   -   -   

单晶硅片-G1 158.75mm (RMB) 3.52 3.4 3.47   -   -   

电池片                 

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 (USD) 0.128 0.108 0.11   -0.9   -0.001   

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 (RMB) 0.85 0.82 0.83   -1.2   -0.01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 (USD) 0.175 0.125 0.13   -7.1   -0.01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 (RMB) 1.05 0.9 0.95   -5   -0.05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双面(USD) 0.175 0.128 0.13   -7.1   -0.01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双面(RMB) 1.05 0.95 1   -2.9   -0.03   

组件                 

275W 多晶组件(USD) 0.33 0.215 0.22   -   -   

275W 多晶组件(RMB) 1.78 1.69 1.71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USD) 0.43 0.26 0.269   -0.4   -0.001   

310W 单晶 PERC 组件(RMB) 2.05 1.94 1.99   -2   -0.04   

资料来源：PVinfolink，国盛证券研究所 

 

 

  



 2019 年 08 月 11 日 

P.1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3.2 新能源车产业链四大主材 

图表 5：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材料价格涨跌情况 

种类 2019.08.09 2019.08.02 周度变化 单位 

三元材料 5 系（动力型） 12.2-12.5 12.2-12.5 0.00% 万元/吨 

三元材料 5 系（单晶型） 13.0-13.5 13.0-13.5 0.00% 万元/吨 

三元材料 6 系（单晶 622 型） 15.5-16.0 15.5-16.0 0.00% 万元/吨 

三元材料 6 系（常规 622 型） 13.3-13.5 13.3-13.5 0.00% 万元/吨 

三元材料 8 系（811 型） 18.0-18.5 18.0-18.5 0.00% 万元/吨 

磷酸铁锂（动力型) 4.4-4.7 4.5-4.8 -2.15% 万元/吨 

锰酸锂（动力型） 4.0-4.8 4.5-4.8 -5.38% 万元/吨 

三元前驱体（523 型） 7.3-7.6 7.2-7.5 1.36% 万元/吨 

三元前驱体（622 型） 7.9-8.2 7.8-8.1 1.26% 万元/吨 

三元前驱体(111 型) 9.0-9.5 8.9-9.4 1.09% 万元/吨 

电池级氢氧化锂 7.3-7.6 7.4-7.7 -1.32% 万元/吨 

电池级碳酸锂 6.2-6.6 6.4-6.8 -3.03% 万元/吨 

电解钴（≥99.8%) 26.6-28.0 22.8-23.8 17.17% 万元/吨 

人造石墨负极（高端） 7.0-8.0 7.0-8.0 0.00% 万元/吨 

人造石墨负极（中端） 4.2-5.2 4.2-5.2 0.00% 万元/吨 

9μm/湿法基膜 1.4-1.9 1.4-1.9 0.00% 元/平方米 

14μm/干法基膜 1.0-1.3 1.0-1.3 0.00% 元/平方米 

水系/9μm+2μm+2μm/湿法涂覆隔膜 2.8-3.5 2.8-3.5 0.00% 元/平方米 

电解液（三元/常规动力型） 4.2-5.1 4.2-5.2 -1.06% 万元/吨 

电解液（锰酸锂) 2.4-3.0 2.4-3.0 0.00% 万元/吨 

电解液（磷酸铁锂） 3.2-4.1 3.4-4.2 -3.95% 万元/吨 

六氟磷酸钾（国产） 9.0-10.0 9.0-10.0 0.00% 万元/吨 

方形动力电芯（磷酸铁锂） 0.66-0.70 0.66-0.70 0.00% 元/Wh 

方形动力电芯（三元） 0.8-0.85 0.8-0.85 0.00% 元/Wh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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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周重要新闻 

4.1 新闻概览 

新能源汽车 

行业资讯： 

1、高工锂电：GGII：Q2 锂电四大关键材料产值波动原因分析 

2、高工锂电：宁德时代正式配套丰田 第 7 批目录电池配套解析 

3、高工锂电：7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解析：乘用车动力电池装机量环比“腰斩” 

4、北极星储能网：7 月新能源汽车运行里程同比上个月增长 9.7% 

5、北极星储能网：7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20：亿纬锂能第三 磷酸铁锂占比 52.2% 

6、北极星储能网：车电分离受政策支持 换电风口已至还是昙花一现？ 

 

公司新闻： 

1、LG 化学全球扩张快进 国产高端锂电装备“强者上” 

2、杉杉科技年产 10 万吨负极材料包头一体化基地正式投产 

3、华鼎国联 2 条电池生产线投产 

4、安徽信敏惠年产 10 万吨 NMP 项目一期投产 

5、天鹏电源 H1 营收 4.5 亿 30A 高倍率电池“上位” 

6、特斯拉上海工厂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7、星源材质 H1 隔膜销量 1.53 亿㎡ 湿法产能加速释放 

8、璞泰来加码锂电池 拟募资 8.7 亿元扩张涂覆隔膜、负极材料产能 

9、恩捷股份斥资超 20 亿收购苏州捷力 

10、比亚迪 1-7 月动力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 8.998GWh 新能源车销 16.22 万辆 

11、比亚迪：预计 2022 年前后拆分电池业务上市 

12、特斯拉攻擂者各陷泥沼！造车新势力不可盲目自信 

 

 

新能源发电 
太阳能 

行业资讯： 

1. 30GW 国内市场激发下半年光伏行情 光伏龙头企业扩产凶猛 

2. 阳光电源、隆基、贵州电建中标普枫新能源75MW 分布式光伏EPC 后者三年目标1GW 

3. 太阳能组件缺乏保险阻碍印度制造的组件 

4. 下游市场报价区间拉大 未来光伏市场的发展依旧不见利多风向 

5. 亚马逊计划在爱尔兰和弗吉尼亚州建立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 

 

 

公司新闻： 

1. 科陆电子: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隆基股份:关于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及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3. 中环股份:关于举行新品发布会的提示性公告 

4. ST 新梅: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臵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复牌公告 
 

 
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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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陶冶：平价时代 风电企业要思考怎么干 

2. 3 年 825 亿元！风电运维市场变革在即 主机厂商有望抢得 C 位 

3. 运达风电中标 120MW 风电项目！ 

4. 华能集团将携手中船集团 共同搭建海上风电开发平台 

5. 我国各省已投运海上风电项目装机数据 

6. 风电的市场竞争力已开始显现 

 

 

公司新闻： 

1. 金雷股份:2019 年半年度报告 

2. 上海电气: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3. 节能风电: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4. 天顺风能: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核电 

行业资讯： 

1. 中国“核电一哥”即将登陆 A 股 首次启用“003”开头代码 

2. 英国政府承诺资助小型模块堆 

3. 福能股份：拟向控股股东收购宁德核电 10%股权 明日复牌 

 

4.2 行业资讯 

新能源汽车 

1、高工锂电：GGII：Q2 锂电四大关键材料产值波动原因分析 

据GGII调研统计，2019年第二季度锂电四大材料市场规模171.69亿元，同比下滑6.53%；

其中正极材料市场规模 114.67 亿元，占总市场规模 66.78%；负极材料 30.09 亿元，占

17.53%；负极材料 18.4 亿元，占 10.72%；隔膜 8.53 亿元，占 4.97%。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11-.html 

2、高工锂电：宁德时代正式配套丰田 第 7 批目录电池配套解析 

8 月 6 日，工信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19 年第 7 批)》，共包

括 94 户企业的 273 个车型入围；在 228 款车型中，新能源客车 81 款，占比 35.5%；

新能源专用车 100 款，占比 43.9%；新能源乘用车 47 款，占比 20.6%。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25-.html 

3、高工锂电：7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解析：乘用车动力电池装机量环比“腰斩” 

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通过最新发布的《动力电池月度数据库》统计显示，2019 年 7 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约 7.4 万辆，同比下降 6%，环比下降 43%；动力电池装机总电量

约 4.70GWh，同比增长 40%，环比下降 29%。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37-.html 

4、北极星储能网：7 月新能源汽车运行里程同比上个月增长 9.7% 

据统计，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累计接入新能源汽车

2,489,027辆。其中，纯电动汽车2,098,348辆，占总量84.3%，插电混合动力汽车387,170

辆，占总量 15.6%，燃料电池汽车 3509 辆，占总量 0.1%。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6/997928.shtml 

5、北极星储能网：7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20：亿纬锂能第三 磷酸铁锂占比 52.2% 

7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10 企业：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国轩高科/卡耐/鹏辉电源/

孚能科技/力神动力/中航锂电/河南锂动。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7/998223.shtml 

6、北极星储能网：车电分离受政策支持 换电风口已至还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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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在《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

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中明确指出，要推广新能源汽车电池租赁等车电分离消

费方式，降低购车成本。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9/998941.shtml 

 
 

新能源发电 

太阳能 

1. 30GW 国内市场激发下半年光伏行情 光伏龙头企业扩产凶猛 

近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介绍，2019 年上半年我国光伏新增装

机为 11.4GW。其中，集中式电站新增装机约 6.8GW；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约 4.6GW。 

尽管由于政策原因，我国 2019 年上半年光伏新增装机较去年同期下降超 50%，其中集

中式电站新增装机下降 43.3%，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下降 61.7%，但业界依据今年最新

发布的政策指标普遍分析认为，今年全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有望超过 40GW。也就是说，

在今年下半年，中国光伏市场将有 30GW 的需求，并集中在短时间内爆发。 

 

即便今年上半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 50%，但根据王勃华的介

绍，在海外市场驱动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光伏制造端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制

造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局面。其中，多晶硅产量 15.5 万吨，同比增长 8.4%；硅片产量

63GW，同比增长 26%；电池片产量 51GW，同比增长 30.8%；组件产量 47GW，同比

增长 11.9%。这一内外繁荣的局面或许正是我国光伏龙头企业纷纷坚定扩产的理由。 

——链接：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90731/996569.shtml 

 

 

2. 阳光电源、隆基、贵州电建中标普枫新能源 75MW 分布式光伏 EPC 后者三年目标

1GW 

近日，普枫新能源第二批分布式光伏电站 2019 年 EPC 项目招标结果出炉，隆基绿能光

伏工程有限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中标项

目的 1-3 标段，中标容量分别为 26.65MW、24.65MW、24.60MW。 

 

据了解，普枫新能源第二批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计容量约 75.9MW，分布在全国一、二线

城市及主要发达经济带，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并网发电。 

 

未来三年，普枫新能源计划投资开发运营 1GW 以上分布式能源项目，年发电量将达到

12 亿度电以上，二氧化碳年减排约 120 万吨，每年节约标准煤约 48 万吨。 

 

2018 年 11 月，普枫新能源暨北京普洛斯物流园分布式光伏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普洛斯

平谷物流园举行，标志着普枫新能源第一批 50MW 分布式光伏项目正式在北京、上海及

苏州普洛斯 15 个物流园和产业园区全面启动。 

 

2019 年 5 月 29 日，普枫新能源投资开发的苏州普洛斯物流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第二

期 3.46MW 成功并网发电。该期项目利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普洛斯物流园 C14、

C15、C17、C18 四栋仓库的屋顶兴建，年平均发电量约 326 万千瓦时（kWh）。 

 

据悉，普枫新能源投资建设的苏州、上海、北京等普洛斯物流园 25MW 分布式光伏项目

正在有序建设，并将于近期全部并网发电。第二批位于 22 个城市总计约 80MW 的分布

式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普枫新能源表示，将通过综合利用“风光储充”等多种分布式能源，为普洛斯低碳环保

物流仓储设施服务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为客户节约运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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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客户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低碳环保的共同目标。 

——链接：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90731/996499.shtml 

 

3. 太阳能组件缺乏保险阻碍印度制造的组件 

根据 Mercom India Research 的数据，去年对来自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的进

口组件征收保障税后，印度制造商已进军国内市场。三家印度制造商跻身最佳供应商名

单。这种趋势可能至少持续到下半年。由于保障税从 7 月底的 20％开始下降 25％，到

2020 年后每六个月开始下降 5％，印度制造商所享有的价格优势也将继续下降。如果印

度制造商希望继续向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的开发商供货，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开始关注质

量，并在保险支持的保修下支持他们的面板。政府一直在努力通过实施重新设计的大型

制造招标来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为相关的太阳能项目开发提供纯粹的组件制造商

的余地。 

 

印度缺乏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保险产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印度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经

常指出，中国政府已经提出组件保险，从而使其对太阳能光伏项目开发商更具吸引力。

保险通常会支持制造商向其客户提供的保修。保修通常为 10 年产品保修和 25 年保修。

保险公司通常在为 2 兆瓦及以上的项目提供保险要求之前检查制造单位。他们还提供出

口保险。但是，并非所有制造商都有保险。在印度，项目保险是可用的，但目前没有提

供组件保险。印度的项目保险目前涵盖发电不足。尽管保险成本可以使组件成本更高，

但它会使制造商的采购组件对项目开发人员的风险降低，更具吸引力。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性能产出的保险产品可以象征性的成本获得。然而，在印度，没有

这样的保险产品可用于可行的定价，因此，它使中国组件优于印度制造的组件。这些经

济实惠的保险产品不仅应该向开发商提供，还应该向制造商提供，以承担保修索赔的风

险，因为它们受到第三方或政府实验室严格的质量标准遵守和测试。印度主要太阳能光

伏组件和电池制造公司的一位高管评论说：“目前，印度只有两种保险产品，即 HDFCErgo

太阳能电池板保修保险和 ICICI Lombard 保修保险。即使这些也不能涵盖太阳能光伏组

件所需的整个使用寿命。” 

——链接：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90730/996214.shtml 

 

4. 下游市场报价区间拉大 未来光伏市场的发展依旧不见利多风向 

根据集邦咨询旗下新能源研究中心集邦新能源网 EnergyTrend 分析，本周整体市场涨跌

互有，各环节之间的供需状况也影响整体报价风向。上游硅料海外高低价差拉大，国内

市况相对持稳，硅片的故事依旧环绕着单多晶两样情剧情发展下去，电池片价格的滑落

也是持续上演，组件环节各产品间的故事发展也相当多样，涨跌之间各有产品独领风骚，

不同的区域上演的戏码也不尽相同。展望未来市场的发展依旧不见利多风向引领，各个

环节企业存活的诀窍则有赖市场分散风险策略是否奏效。 

 

5. 亚马逊计划在爱尔兰和弗吉尼亚州建立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 

据外媒报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亚马逊似乎也需要肩负责任; 其中一些

可以说与环境有关。尽管围绕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等话题肯定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但几

家科技巨头已经选择了可再生能源这一方面 - 而亚马逊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亚马逊不像其他科技公司那样能够抵消其碳足迹，但该公司确实推出了逐步将其电

力生产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替代品的项目。当地时间周四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另外两个

这样的计划，这将是其第 65 和第 67 个可再生能源相关项目。 

 

第一个项目将计划在爱尔兰科克建造一个亚马逊风力发电厂。该公司预计该发电厂每年

可产生 68000MWh 的可再生能源。 

 

第二个项目将是亚马逊太阳能发电厂，该公司的目标是在弗吉尼亚州的 Pittsylania 县建

设。如果亚马逊的预测证明是准确的话，它将比风能产生的能量：每年大约 100000MWh。 



 2019 年 08 月 11 日 

P.16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在帮助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亚马逊的一项重要承诺，”

亚马逊可持续发展总监 Kara Hurst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可再生能源的重大投资是解

决我们全球碳足迹的关键一步。我们将继续投资这些项目，并期待今年及以后的额外投

资。” 

 

目前尚不清楚亚马逊何时完成最新项目，但该公司希望这两个发电厂在 2020 年的某个

时候开始发电; 这可能暗示建筑工程将于 2019 年底完工。 

——链接：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90802/997312.shtml 

 

风电 

1. 陶冶：平价时代 风电企业要思考怎么干 

在今年上半年，风电实现了稳定健康的发展，这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局面。对于风电的

发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在“CNNE2019 第四届东

北能源经济转型与发展峰会”上做出了分析，并提醒风电企业进入平价之后，风电企业

需要思考风电未来怎么干。 

陶冶讲到，在 2018 年，无论是能源生产还是能源消费都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但是

从近期来看，非化石能源发展的速率是相对合理的，甚至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从中

远期来看，在 2050 年要实现碳排放强度至少要降低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主要依靠的还

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非化石能源。且就目前情况来看，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思路是得以确定的。陶冶认为，在 2019 年下半年不需要到年底，风、光将会先后突破 2

亿千瓦的装机量。2030 年，风电装机将达到 4.6 亿千万以上。从远期来看，到 2050 年，

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将在 8-10 亿千瓦。 

 

根据现行发展规模和速度，保守估计，2020 年风电的装机量将在 2.35-2.40 亿千瓦。从

2018 年开始，风电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难能可贵的是，随着三北地区的“解禁”

包括运营环境的改善、中东部地区持续发展，以及海上风电的发展，风电的发展实现了

从过去依照某一种发展模式到现今的均衡发展，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 

 

然而对于风电的开发，陶冶认为过去是以头部企业为主，这一趋势仍将实现。对于风电

利润比较高或者人们比较喜欢的模式，诸如包括特高压输电通道、海上风电等模式，不

仅考验企业的开发能力等方面，还要求做很多前期的工作，要求比较高，对中小企业相

对来说较难。而平价模式和分散式项目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可能更适合中小企业。但

对于未来，陶冶提醒：在平价时代，进入“十四五”之后，风电怎么干是风电企业需要

思考解决的事情。陶冶个人认为压力比较大，风电能够显著降本的手段不多。尤其面临

未来电力市场化，包括电力品质提升等等问题，所以风光虽然是趋势，但是需要行业共

同探讨和努力去实现，而不是等着天上掉下来。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31/996605.shtml 

 

2. 3 年 825 亿元！风电运维市场变革在即 主机厂商有望抢得 C位 

平价上网日益临近，风电即将走入与火电等传统能源同台竞技的时代；随着综合竞争力

的提升，风电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这就包括风电装机容量提升、风机主机厂商扩

产以及后端运维市场崛起等各个细分环节。以后端运维为例，一组来自《中国风电后市

场发展报告 2018》的数据就显示，2019-2021 年中国风电运维后市场的总体容量逐年递

增，预计分别为 2019 年 250 亿元，2020 年 275 亿元，2021 年 300 亿元。记者从业内

了解到，面对行业新一轮变革，位于产业链上游的风电开发企业正调整其投资策略。过

去，风电开发企业对于风电场初始建设成本以及风机采购价格十分在意，但其关注的焦

点正在向机组发电效率和降低运维成本并重的方向转变。 

 

面对风电运维这块蛋糕，主要整机制造商早已行动，远景能源早期提出的能源物联网平

台概念产品 EnOS 就是典型之一。而金风科技(002202)已打造了智慧风电场运营管理平

台（SOAM），构建起了基于能源物联网的 IoT 平台、集中功率预测、设备健康管理三大

核心竞争力，在数字化运维方面建立了领先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去年，金风科技风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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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现收入 16.52 亿元，毛利率为 19.72%，同比提高 4.37 个百分点。业内预计，金风

科技将持续加大规模壁垒和数字化研发投入，使运维业务贡献更多利润。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30/996458.shtml 

 

3. 运达风电中标 120MW 风电项目！ 

近日中节能五峰牛庄风电场工程项目风力发电机组设备采购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公示

显示：中标候选人第一名为浙江运达风电。 

 

招标内容：中节能五峰牛庄风电场工程项目风力发电机组设备采购：总装机规模 120MW，

单机容量为 2000kW，适应招标项目现场风资源条件和环境条件（包括电网环境条件）

的全新制造、技术先进、性能稳定、安全可靠、包装完整成套的并网型风力发电机组设

备及附属设备/系统、中央及远程监控系统、通用及专用工器具、备品备件和易耗品、相

关技术服务、五年项目质保期服务及大部件质保服务等。 

 

交货期：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交货。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31/996563.shtml 

 

4. 华能集团将携手中船集团 共同搭建海上风电开发平台 

7 月 25 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在京会见了中国华能集

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敏一行。双方围绕发展清洁能源，扎实推进海上风电

项目进行了交流，并就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达成共识。中船

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钱建平参加会见。 

 

雷凡培首先对王敏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雷凡培表示，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风能资

源开发和风电产业发展的空间巨大。在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下，中船集团积极推动海上风电装备建设和相关结构件的研发生产，目前已设计、

建造及交付了数艘（座）风电安装平台和风电工程船，在国内位于领先地位。华能集团

是我国电力行业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多年来为满足电力市场需求、推动我国电力行业

改革发展和能源产业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船集团和华能集团在产业发展方面存

在很强的互补性。未来，中船集团将着眼双方的战略合作，基于华能集团的“东线布局”，

着力打造投资、建设、运维一体化的海上风电发展带，推动双方形成绿色、低碳、可持

续的发展方式。 

 

王敏对雷凡培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王敏表示，中船集团具备高端风电装备的制造能力，

拥有“硬核”的产品和技术。当前，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和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华能

集团正积极开展“东线布局”，不断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下一步，华能集团愿携手中船

集团，共同搭建海上风电开发平台，推进风电项目合作，以高端产业生态链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船集团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华能集团总部有关部门和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参

加会见。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29/995927.shtml 

 

5. 我国各省已投运海上风电项目装机数据 

据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统计，截止 2019 年 3 月底，中国已投运海上风

电项目 36 个，累计投运容量 3694.95 MW，投运机组 1017 台。其中 

辽宁海域投运 1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1.5 MW 

天津海域投运 1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90 MW 

山东海域投运 3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15 MW 

江苏海域投运 22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2770.8 MW 

上海海域投运 3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305 MW 

浙江海域投运 1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252 MW 

福建海域投运 3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133.4 MW 

广东海域投运 2 个海上风电项目共计 127.25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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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802/997309.shtml 

 

6. 风电的市场竞争力已开始显现 

明阳智能在近日接受国泰君安证券等机构调研时表示，风电目前是度电成本最低的新能

源电力。 

 

从乌兰察布项目以及全国各省份的度电成本测算情况来看，平价时代已经到来，风电的

市场竞争力已开始显现，加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

正式发布，风电不仅具有商品属性的竞争力，其“绿色”属性也将为其带来经济价值。 

 

另外，公司核心部件（叶片、变流器、主控系统、变桨系统）自产，不会受外部供应链

影响，除了叶片成本受到木材价格影响略有上升之外，变流器、主控、变桨的生产成本

基本无变化。因此，在抢装行情下，风机成本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31/996550.shtml 

 

核电及其他能源 

1. 中国“核电一哥”即将登陆 A 股 首次启用“003”开头代码 

中国“核电一哥”即将登陆 A 股。7 月 31 日凌晨，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国广核“）披露招股意向书等多份公告显示，公司股票简称为“中国广核”，证券代码

为“003816”，这也是深市首次启用“003”开头的股票代码。 

 

7 月 25 日，中国广核首发申请上会顺利过会，事隔一天随即获得证监会批文。这意味着，

作为国内首个纯核电股的中国广核，即将登陆 A 股。 

 

7 月 31 日凌晨披露的招股书显示，中国广核计划发行 50.5 亿股，募集 150 亿元，这将

是今年 A 股企业 IPO 募资额的最高记录。截至目前，今年 A 股企业 IPO 募资额最高的是

宝丰能源的 81.55 亿元。 本次募集资金 150 亿元将用于广东阳江 5 号、6 号核电机组和

广西防城港 3 号、4 号核电机组，并补充流动资金。 

 

招股书显示，中国广核涵盖战略配售，战略投资者需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中央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国家级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或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

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战略投资者获配的股票锁定期

为 12 个月，部分投资者可自愿延长锁定期至 36 个月。 

 

招股书显示，中国广核预计今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约为 260.37 亿元至 270.4 亿元，同比

增长 13.15%至17.51%；归属净利润约为 48.04 亿元至 52.02 亿元，同比增长约为 5.19%

至 13.91%。 

 

据记者获悉，中国广核选择在深交所主板上市，而这也是 2000 年 9 月中联重科在深交

所发行后，深市主板 IPO 暂停以来首度恢复！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31/996552.shtml 

 

2. 英国政府承诺资助小型模块堆 

2019 年 7 月 23 日，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对政府资助小型模块堆项目表示欢迎。作为

“工业战略挑战基金”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将提供 2240 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支持发展小

型模块堆电厂。这项资助将在 2019 年秋季得到最终确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及其合作

伙伴表示，英国的小型模块堆项目可以为英国经济贡献 1000 亿英镑。该项目还将增强

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为英国创造约 4 万个就业岗位，重振英国先进制造业，

并可能创造数千亿英镑的出口收入。通过资助小型模块堆项目，英国政府为发展本国核

电产业奠定了基础。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731/9966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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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能股份：拟向控股股东收购宁德核电 10%股权 

福能股份(600483)8 月 1 日公告，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福能集团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

式购买其持有的宁德核电 10%股权。宁德核电已建成投运 4 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435.6 万千瓦。宁德核电2017 年、2018 年及2019 年 1-3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16.48 亿元、

22.34 亿元和 4.56 亿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在清洁能源发电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链接：http://news.bjx.com.cn/html/20190802/997169.shtml 

 

4.3 公司新闻 

1、LG 化学全球扩张快进 国产高端锂电装备“强者上”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在 2018 年全球汽车动力电池出货量排名中，LG

化学以 7.55%的出货占比排名第四位，为稳固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领先位臵，LG 化学正

在发起全球范围内的“强攻”节奏。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395-.html 

2、杉杉科技年产 10 万吨负极材料包头一体化基地正式投产 

8 月 3 日，全球规模最大的锂电池负极材料基地—杉杉科技年产 10 万吨负极材料包头一

体化基地一期项目在包头市青山区正式投产。这意味着杉杉科技成为了第一家跻身 10

万吨级别的负极材料企业，对杉杉科技以及负极材料行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366-.html 

3、华鼎国联 2 条电池生产线投产 

华鼎国联动力电池产业化基地的 2 条动力电池生产线已正式投产，预计年内 5 条生产线

将全面达产，每条生产线产能可达到 12000 只/天，总产能达 2GWh。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17-.html 

4、安徽信敏惠年产 10 万吨 NMP 项目一期投产 

敏惠已与 CATL、LG 化学、比亚迪、国轩高科、中航锂电、孚能科技、赣锋锂业、天能

电池、多氟多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其投资 5 亿元建设的“年产 10 万

吨 N-甲基吡咯烷酮项目”，已于今年 7 月 20 日正式投产。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12-.html 

5、天鹏电源 H1 营收 4.5 亿 30A 高倍率电池“上位” 

8 月6 日，澳洋顺昌半年报显示，公司锂电池业务实现营收4.49 亿元，同比增长13.21%；

实现净利润 7906 万元，同比增长 26.36%，贡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7 万

元，已成为公司最大的净利润来源。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26-.html 

6、特斯拉上海工厂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8 月 7 日，特斯拉官微宣布，位于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建设顺利，其动工至今仅 7 个

月，预计在 2019 年年底正式投产。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28-.html 

7、星源材质 H1 隔膜销量 1.53 亿㎡ 湿法产能加速释放 

连续斩获巨额隔膜采购订单，产能加速释放，星源材质上半年表现亮眼；8 月 8 日，星

源材质公告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3.53 亿元，同比增长 11.0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2 亿元，同比增长 12.33%。 

——链接：http://www.gg-lb.com/asdisp2-65b095fb-38438-.html 

8、璞泰来加码锂电池 拟募资 8.7 亿元扩张涂覆隔膜、负极材料产能 

近日，璞泰来公告表示，拟募集资金 8.7 亿元，用于“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用功能涂层

隔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年产 3 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炭化等主要工序）项

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5/997557.shtml 

9、恩捷股份斥资超 20 亿收购苏州捷力 

8 月 5 日，恩捷股份发布公告称与胜利精密就拟以现金支付方式受让胜利精密持有的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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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捷力 100%股权事宜达成初步意向；若本次交易能顺利实施并完成后续工作，将有利

于恩捷股份进一步扩大锂电池隔离膜业务的产能、促进行业整合。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6/997893.shtml 

10、比亚迪 1-7 月动力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 8.998GWh 新能源车销 16.22 万辆 

7 月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 1.66 万辆，同比下滑 11.84%，本年累计新能源汽车销

量 16.22 万辆，同比增加 73.17%；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0.812GWh，本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 8.998GWh。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7/998307.shtml 

11、比亚迪：预计 2022 年前后拆分电池业务上市 

8 月 7 日，比亚迪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动力电池业务分拆上市在稳步推进中，预

计在 2022 年前后会把电池整个分拆出去独立上市。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9/998763.shtml 

12、特斯拉攻擂者各陷泥沼！造车新势力不可盲目自信 

近日，京威股份发布公告称，决定将停止新能源整车业务的开发建设，并同意对秦皇岛

德龙汽车有限公司予以注销，对于这一决定，京威股份解释称，新能源整车产业短期实

现盈利概率比较低，且在 2～3 年的建设期内需要大额建设开发费用支出。 

——链接：http://chuneng.bjx.com.cn/news/20190809/998944.shtml 

 

 
 

新能源发电 

太阳能 

1. 科陆电子: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根据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和决策，围绕主营业务方向，克服种种不

利因素，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开展各项工作。由于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外部融资

环境偏紧，金融市场资金成本大幅上升，公司营运资金较紧张，订单交付情况不及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16 亿元，同比下降 23.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7,752.98 万元，同比下降 219.97%。 

——数据来源：Wind 

 

2. 隆基股份:关于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及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担保数量：公司拟与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担保

额度可滚动使用，单笔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额度仅限于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

同时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承诺的应付账款承担无条件付款责任担保，

实际担保金额以公司与银行最终签署并执行的供应链金融合作协议为准。 

 

截至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8.69 亿元

和美元 3.2 亿元，履约类担保余额为美元 2.79 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6 亿元。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数据来源：Wind 

 

3. 中环股份:关于举行新品发布会的提示性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在天津丽思

卡尔顿酒店召开“中环股份新品发布会”，现将新品发布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召开时间：2019 年 8 月 16 日 

 

2、召开地点：天津丽思卡尔顿酒店，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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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内容：新产品涉及百余项已申报专利（已部分受理）及自有知识产权技术，通过

重大技术突破实现新产品迭代，为全产业链客户贡献价值，进一步提升光伏行业的竞争

力，推动全球光伏产业平价上网。 

 

4、风险提示：新产品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可能对目前光伏行业发展速度、

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未来市场规模、开拓力度等因素，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数据来源：Wind 

 

4. ST 新梅: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臵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复牌公告 

2019 年 8 月 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19 年第 35 次工作会议，对上海新

梅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产臵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8 月 2 日（星期

五）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

后将另行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数据来源：Wind 

 
风电 

1. 金雷股份:2019 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公司围绕年初经营目标，配合积极稳健的投融资策略，秉持对产品质量的孜孜

追求，携十几年的技术积累沉淀继续深耕制造业领域，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236.3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0.08%，净利润 8,070.95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1.43%。 

——数据来源：Wind 

 

2. 上海电气: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1. 发放年度：2018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5,152,459,499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14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31,270,160.8 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15,152,459,499 股，较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总

股本 15,152,397,653 股增加 61,846 股，为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29 日期间

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电气转债”，债券代码为“113008”）转股

形成的股份。 

——数据来源：Wind 

 

3. 节能风电: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11 日 

P.22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9‟348 号）。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主要批

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3111.2000 万股 A 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28 亿元的总体方案，同意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SS）以现金认购不低于实

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10%。 

 

二、请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SS）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行使股东

权利，维护国有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数据来源：Wind 

 

4. 天顺风能: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收盘，公司已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 3,864,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0.22%，支付的总金额为 19,974,984.80 元（不含交

易费用），最高成交价为 5.2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10 元/股。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

合既定方案。 

——数据来源：Wind 
 

五、风险提示 

新能源装机需求不及预期，新能源发电政策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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