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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全球范围内调研了最新的光伏电池发展状况、市场需求，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各国政府出台的 

扶持政策对光伏产业的影响，并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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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前，全球光伏产业一片大好，而第 

四季度是光伏安装的淡季，又遭遇了经济危机，光 

伏产业受到重创。2009年初，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 

积极举措相应出台，在国家多个省、市级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光伏产业正迎来新机遇。 

～ 2008年全球前十名光伏企业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部最新数据显示，2008 

年全球10大太阳能厂商总产能达3620．2MW ，占全 

球总量的52．8％，而2008年全球太阳电池总产量为 

6850MW 。其 中，德国的Q—Cells公司以574．2MW 

的产能再次成为全球太阳电池的龙头企业。 

表 l 2008年全球前十名光伏企业 

圈 m lladl~ 嘲 -臻一■ 

1 德国Q—Cells 760 574．2 13亿欧元 

美国FirstSolar 735 503 13 

3 中国无锡尚德 1000 497．5 19 

4 日本夏普 SHARP 710 473 18 

5 日本京瓷 360 290 9 

6 中国天威英利 400 281．5 11 

， 中国晶澳 75O 277 8 

8 台湾茂迪 410 272 10 

9 美国SunPower 414 237 9 

10 日本三洋 SANYO 345 215 8 

从2008年全球的排名情况来看，德国Q—Ceils 

的榜首位置依然稳固，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日企业 

的位置发生对调，以无锡尚德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产 

能扩张迅速，而以夏普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的表现却 

是不进反退。截止2009年3月，中国已有1 1家光伏 

企业实现海外上市，2008年中国光伏电池总产量达 

1．78GW，占全球总量的26％。2008年中国太阳电池 

厂商(包括台湾省)的市场占有率也大幅提升，达到 

44％，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 

2009年3月20日，FirstSolar宣布其自2002年 

创立以来已经生产出 1Gw 太阳电池。FirstSolar原 

预估2008年产出为 390MW。，但实际产出却增至 

500MW ，不但挤进全球第二，更因为其每瓦产出成 

本降至 1美元以下，预估2009年产出达 1000MW。， 

可望问鼎第一。 

二 太阳电池的全球需求及市场分布 

欧洲光伏工业协会(EPIA)公布了年度市场数据， 

2008年全球光伏市场增长至少达到5．5GW，而2007 

年为2．4GW。其中，按地区排名西班牙位列首位，德 

国第二。2008年全球太阳能累积安装总量已达 

15GW，而 2007年为 9GW。西班牙以 2．5GW 几乎 

占2008年新增安装量的一半，德国以1．5GW 排名 

第二，美国以342MW排名第三，韩国以274MW排 

名第四，意大SU260MW~名第五，以下依次是捷克 

51MW、葡萄牙50MW、比利时48MW及法国46MW， 

如图1所示。2008年全球太阳能产业的产值高达371 

亿美元。 

图1 2008年光伏市场份额 

西 班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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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开始，昔日的光伏大国西班牙对其国内 

的太阳能产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调整，使得其装机容 

量或将停滞不前。中投顾问能源行业分析师姜谦表 

示，西班牙一国市场的萎缩并不代表整个欧洲市场 

的萎缩，相反，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意大利、希 

腊、法国等欧洲国家已成为全球太阳能产业最重要 

的成长点。特别是意大利，随着该国政府近期推出 

极具吸引力的光伏补贴政策，以及光伏组件价格的 

不断下跌，使众多投资者发现商机，从而推动意大 

利市场的迅速扩大。由于众多光伏发电计划正处于 

规划与执行之中，意大利极有可能在2010年成为全 

球第二大光伏市场。 

此外，意大利有可能成为世界上首个光伏发电 

成本与传统发电持平的国家。原因在于，意大利的 

太阳辐射强烈，电价较高，而光伏系统的价格较低。 

另一个光伏发电成本与传统发电持平的国家将可能 

是德国，由于德国电价较高，而且供应低成本太阳 

能系统，可能在2018年以后达到这一 目标。 

三 2008年中国光伏产业情况 

我国已成为世界太阳电池的制造大国。2008年 

我国太阳电池产量达2．26GW，占全球总量的33％， 

但98％以上用于出口，本地安装量仅为40MW。2008 

年，尚德、晶澳、天威英利三家企业进入世界前十名。 

源于无锡尚德海外成功上市的示范效应，在无 

锡尚德、常州天合光能、常熟阿特斯、南京中电光 

伏、江苏林洋、无锡国飞、常州亿晶等多家骨干企 

业的带动下，江苏省有280多家为光伏上市公司、骨 

干企业进行配套的特色企业，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江苏省在短短几年内已成为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的 

领军省份。截至2008年底，江苏太阳能光伏企业产 

能已达到约3000MW，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太阳能光 

伏产业链。到2010年，江苏省光伏产业计划发展太 

阳能光伏产值达 1000亿元。 

四 金融危机对全球光伏企业的影响 

1大量厂家停产或减产 

晶硅太阳电池特别是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导致 

多晶硅的价格暴涨。2008年第三季度，多晶硅的价 

格是400美元／kg，硅片的价格约60元。2008年9 

月，欧元汇率下跌，导致电池厂家汇率损失惨重。接 

一  鲤  

踵而来的欧美银行危机，银行限制了给光伏系统安 

装贷款，使得中国众多电池厂家的库存堆积如山， 

供大于求，组件价格开始一路下跌，从2．5欧元／w 

跌至2009年3月的1．6欧元 。金融危机前太阳电 

池厂家约有 350家，目前大部分停产或减产。电池 

厂家将压力传递给原材料供应商，硅片价格已跌至 

目前的20元／片，多晶硅价格跌至120美元／kg左右。 

2晶硅太阳能发电成本降至 1．5元 ／kWh左右 

5个月前，我们认为晶硅太阳能发电成本降至 

1．5元／kWh的目标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截至2008 

年底，全球多晶硅产量是4万吨，而中国有多个多 

晶硅项目投产或在建，随着多晶硅技术进步和产能 

扩张，多晶硅原材料的竞争将会更激烈，硅片价格 

仍有较大下跌空间；此外，随着物理冶金法制造多 

晶硅技术的进步，多晶硅制造成本会继续降低。有 

人预测到2011年，多晶硅价格将降至50美元／kg以 

下。太阳能发电与常规能源竞争极有可能在未来 3 

年内实现，届时太阳能将会出现井喷式发展。 

3金融危机迫使光伏行业加快技术革新和整合 

硅材料的大幅度降价，导致制造成本的相对升 

高，因此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电池转换效率、提升 

产品质量成为厂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五 各国对光伏产业的扶持 

1国外的光伏政策 

光伏市场的蓬勃发展与各国对光伏产业的扶持 

政策是分不开的。日本 1994年 l2月提出新阳光计 

划，欧盟 1997年提出百万屋顶计划，德国2004年 

提出可再生能源法及新补贴计划，美国加州2006年 

提出百万家庭太阳能系统计划，这些政策都极大地 

促进了光伏产业的发展。部分国家实施的上网电价 

法如表2所示。 

2我国的光伏政策 

2006年， 可再生能源法 的颁布极大地促进 

了太阳能产业的发展。2008年7月21日，国家发改 

委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上海崇明太阳能光伏电站 

上网电价的批复：核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泰集团 

205 kW太阳能聚光光伏电站和上海崇明前卫村太阳 

能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4元／kwh(含税)。 

2009年3月，财政部颁布了扶持太阳能发电建 

筑的意见和办法。“光电建筑新政”决定实施 “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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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部分国家实施的上网电价 

2000年颁布，2004年修改，O．45～0．62欧元／kWh的补贴， 德国 O．35
～ 0．46 20 每年递减 5％

～ 6．5％ 

日本 1994年颁布，按安装成本的50％补贴，并逐年下降 l2 

希腊 0．49 2006年颁布，补贴额度最高可达到太阳能系统成本的50％ 2O 

意大利 0．45～0．49 2005年颁布，固定购电补偿，每年递减 5％ 20 

西班牙 0．23～O_44 2006年颁布，固定购电补偿 25 

加州(US) 0．39(美元) 2006年，固定购电补偿 5 

2002年，安装补贴最高可达系统价格的 70％， 
韩国 0．58 或者最高现金补贴 10000～15000美元 15 

能屋顶计划”，对相关项 目给予财政补贴 ，并详细规 

定了财政补贴的具体条件和使用范围。2009年补贴 

标准原则上定为20元 。。在20元／w。政策的激励 

下，初步预计2009年全年国内市场新增装机容量有 

可能达到500～1000MW，国家将为此拿出100亿～ 

200亿元的财政补贴，从而形成一个200亿～300亿 

元的市场规模。这将极大改变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 

现状，从而改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市场风险，以 

促进光伏产业在国内的发展。表3为2008年国内各 

地区的装机容量。 

表 3 2008年圈内各地区的装机容量 

深圳 

上海 

浙江 

上海 

上海 

上海 

甘肃 

西藏 

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 

临港新城1．2MW光伏并网发电站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成 

崇明岛前卫村 

鲜花港 

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甘肃省武威星火产业示范区 

西藏羊八井 100kW并网光伏电站 

2009年3月以来，浙江、江苏、江西、河北、辽 

宁、河南、青海、湖南等地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把 

太阳能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如：4月6日杭 

州启动阳光屋顶计划推广10万m。太阳能屋顶；在 4 

月16日举行的 “2009海峡两岸光电论坛”上，厦门 

市经发局副局长张世照表示：“争取到2011年，厦 

门市太阳能光伏(PV)产业产值达到20亿元，到2015 

年达到70亿元。”；4月20日 成都 日报》报道，成 

都今年预投资71．6亿打造国家级光谷，成都市太阳 

能光伏产业园区所在的双流县已设 5亿元现代制造 

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用于扶持做大太阳能产业； 

湖南省信息产业厅计划在5月11日～15日的 “电子 

信息投资洽谈周”上安排了 “湖南 1000MW晶体硅 

太阳能光伏垂直一体化产业链行动计划发布会”，计 

划建千亿元光伏产业链；在4月8日举行的SNEC第 

三届(2009)国际太阳能光伏大会暨(上海)展览会信息 

通气会上，我国首个 “新能源产业园联盟”宣告成 

立，江苏盐城市LED和太阳能光伏产业园、南通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来自上海、浙江、四川的4家 

经济开发区率先加盟，该联盟将实现 “以上海为龙 

头，联动长三角，对接中西部，服务全中国，走向 

全世界”的宏伟目标。 

6月1日，上海市经信委正式发布 上海推进新 

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化行动方案(2009—201 2年)》，首 

次明确提到上海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具体 目标是力争 

到2012年，太阳能产值达到300亿元，通过重点发 

展薄膜太阳电池、支持发展高效晶体硅太阳电池、 

突破发展薄膜太阳电池核心装备，力争太阳电池核 

心工艺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国内领先，成为全 

国太阳能产业的重要基地。 

6月 12日，台湾通过 再生能源条例 ，奖励再 

生能源发电设备总量为总装置容量6．5～10MW，且再 

生能源发电业者可申请进口发电设备免征关税、分期 

缴纳关税以及申请各项奖励经费等补贴。SEMI台湾 

太阳光电委员会主席暨宇通光能董事长蔡进耀表示， 

再生能源条例 通过将是一个里程碑，给业者一剂 

强心针，业者相对也愿意增加投资、根留台湾。 

另外，经国家教育部教发函(2009)86号文、江 

西省政府赣府字(2009)13号文批准，江西中山职业 

技术学院更名为江西太阳能科技职业学院(国标代 

码：14166)，这也是全国首家太阳能科技职业学院， 

它将为构建江西省光伏产业人才培养体系 (转50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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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将热水输送到地板的相变材料储热器中将热能存 

储起来，当温度在21℃ 之下之上波动时，地板下面 

的相变材料储热器吸收或释放热能量，并在需要时 

释放，为室内采暖。 

四 太阳能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推广对策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各地农村因地制宜，大 

力开发利用太阳能新能源，对促进脱贫致富，经济 

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小康具有重大意义。为 

进一步搞好太阳能的推广应用，参考河北省蔚县太 

阳能推广的经验，建议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1)加强太阳能应用在农村的科学普及工作，其 

发展需要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的支持。把太阳 

能推广应用工作纳入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把太阳 

能推广应用作为重要的 一项能源政策，纳入县城经 

济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 

(2)坚持示范，逐步推广。太阳能应用已经在我 

国如蔚县这样的地区推广 ，但大部分农村地区太阳 

能应用的基础还很薄弱，农村经济条件不同，国家 

(接 l2页)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 光伏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许多国家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应对金融危机 

的重要手段 ，继续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如：~12oi 0 

年，美国计划累计安装4600MW，欧盟计划安装 

3700Mw ，日本计划累计安装 5O00Mw，预计其他 

发展中国家将安装 1500MW。 

1全球光伏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产业调 

整后将重现发展机遇 

短期来看，光伏产业调整大幕已经提前拉开， 

小企业因资金问题短缺会被整合，特别是没有现金 

的企业将面临倒闭。但是，这种产业调整对改变过 

去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秩序混乱 

等状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将给有实力的企业 

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技术逐步多元化，薄膜电池逐步进入市场。 

目前，薄膜太阳电池技术已成为光伏领域的热 

点，也是专家们公认的重要发展方向。技术的多元 

化态势已十分明显，特别是薄膜太阳电池技术更是 

名目繁多，有非晶硅／微晶硅、多晶硅、纳 米晶硅 

补贴资金虽然不断加大，但仍然有限。因此，必须 

坚持试点示范，体现地方特色，逐步全面推广。 

(3)制定优惠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建议地方政 

府制定有关减免税收、价格补贴和奖励相结合的优 

惠政策，鼓励广大农民使用太阳能产品。 

(4)加强技术培训，壮大服务队伍。各生产商和 

经销商要加强太阳能用户安全使用、日常维修的培 

训，加强维护检修队伍建设 ，强化服务质量 ，做到 

“小问题不出村，大问题不出乡”，确保太阳能产品 

安全可靠运行。 

总之，只要太阳能推广应用的各个环节协调配 

合，太阳能一定能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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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硅基薄膜 ，碲化镉、铜铟镓硒、砷化镓等化合物 

薄膜，染料敏化、有机薄膜等新型薄膜。据预计，在 

未来5～8年高效和薄型晶体硅太阳电池将继续占据 

主导地位，但是，薄膜太阳电池产品进入市场的步 

伐将加快，到2009年底薄膜太阳电池将达到20％左 

右的市场份额。 

3中国的光伏产业国内需求开始启动，并将迅 

速发展 

在 “太阳能屋顶计划”政策的引导下，建立各 

种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 、光伏建筑一体化 

应用工程，确保示范丁程效果，放大示范效应，继 

而大规模推广，这一系列应用将会大大推动太阳能 

光电生产、设计、施工三者有效结合，加快光电商 

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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