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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企业〔2022〕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财政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

建〔2021〕2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拟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地方开展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加快带动一批中

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十四五”

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

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为加快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能力，从 2022

年到 2025 年，中央财政计划分三批支持地

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提升数

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含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以下简称“服务平台”）

服务中小企业能力，打造一批小型化、快

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下简称“小快

轻准”）的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

模式，围绕 100 个细分行业（详见附件 1），

支持 300 个左右公共服务平台，打造

4000-6000 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字化

转型样本，带动广大中小企业“看样学样”

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专精特新发展。

二、工作内容

（一）工作重点

1.聚焦重点方向。将制造业关键领域

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作为数字化

转型试点的重点方向，对其中数字化转型

需求迫切、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

明显的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向医

药和化学制造、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运输设备制造、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和通讯电子等

行业中小企业倾斜。由各地结合发展实际、

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按照细分行业列表申

报服务平台和对应改造的“小灯塔”企业

名单。

2.打造示范样板。通过试点形成一批

“小快轻准”的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提

炼一批聚焦细分行业规范高效、有利复制

推广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打

造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小灯

塔”企业。

3.增强服务能力。培育一批扎根细分

行业，熟悉中小企业需求的服务平台，为

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咨询、诊断评估、设备

改造、软件应用等一揽子数字化服务，满

足行业共性及企业个性需求。引导服务平

台加强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打通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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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数据链条，提升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

的根植性、适用性和成熟度，提升服务中

小企业能力。

4.提升政策效能。发挥中央财政资金

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扶持、

优化环境等方面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

作予以倾斜支持。按照“政府补一点，平

台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调动三

方积极性，并探索中小企业以转型收益支

付服务费用等方式，降低企业转型成本。

（二）工作程序。充分发挥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的作用，遵循“市场有需求、

平台有能力、企业有意愿”的工作思路开

展试点。

1.精心遴选试点行业和企业。试点行

业应选择纳入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升级潜

力大的细分行业或特色产业集群，试点企

业要选择不同规模和发展水平的中小企业

（已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不再纳入试点范围），充分尊

重企业意愿，优先选择转型意愿强、经营

稳健的中小企业。每个省份每批可最多推

荐5个细分行业参与数字化转型试点，省级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避免重复。

2.找准行业共性问题。组织由信息技

术、行业技术、工艺制造、企业管理等方

面专家，深入行业企业调研，为企业“画

像”，厘清企业生产经营的机理、流程、

工艺，找准痛点、难点、堵点，系统梳理

企业的共性问题和需求。

3.公开择优遴选服务平台。针对企业

问题和需求，鼓励服务平台提炼行业共性

应用场景，同时兼顾企业个性化需求，提

出系统解决方案参与竞争。共性应用场景

设置应把握三点：一是要让行业基本应用

场景得到满足，通过数字化改造，试点企

业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得以显著提升；二

是要打通数据、用好数据，形成统一的数

据资源管理、开发利用和安全保障体系；

三是要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特点，实现轻量

化投资、短工期改造，有较高的投入产出

回报。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遴

选，遴选出的平台不宜过于分散，每个细

分行业遴选服务平台应在 3家以内，每家

服务平台完成不少于 10 家企业数字化改

造，且在实施方案中需明确每个平台的对

应服务企业、解决方案和绩效目标。

4.实施数字化改造。着力压实服务平

台责任，按照解决方案和服务合同实施改

造。切实做好操作技能应知应会的实训工

作，让试点企业用得上、用得好、用出效

益。项目完成后，应进行严格验收，达不

到要求的应进行整改。

5.总结和推广。客观总结和宣传试点

的成效与转型经验，探索形成能够满足细

分行业中小企业共性和个性需求的工程化

样本合同与操作规范，为复制推广打好基

础。充分发挥“小灯塔”企业示范作用，

推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 ，实现“试

成一批，带起一片”的目的。对技术先进、

效益突出、企业反响好的共性应用场景解

决方案要在省内加大复制推广，省份之间

也要通过组织学习交流、现场观摩等方式，

促进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三、支持内容

（一）支持对象。中央财政安排奖补

资金支持服务平台，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

业提供数字化改造服务。其中，2022 年拟

支持 100 个左右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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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测算。中央财政对完成改

造目标的服务平台安排奖补资金。每个服

务平台最高奖补不超过 600 万元（按照不

超过每家试点企业实际改造成本的 30%且

奖补资金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进行测算）。

（三）资金安排。奖补资金在实施期

初先按一定比例预拨，每批实施期 1 年，

实施期满后，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会同

财政部对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情况进

行审核，按照实际审核通过的中小企业数

量，核定奖补资金。

（四）资金用途。服务平台应将财政

奖补资金直接用于试点企业，不得用于其

他企业或与本项目无关的支出，鼓励平台

减免试点企业数字化改造共性需求相关的

软件、云服务等支出，降低企业数字化转

型成本。

四、组织申报

（一）申报条件。参与试点的服务平

台，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好的行业知识积累、

技术开发能力、行业服务生态，能够为细

分行业或产业集群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

务，有若干已完成的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

服务成功案例。每个服务平台，每批只能

申报一个细分行业/产业集群。

（二）申报方式和程序。省级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按照通知要求

的工作重点和程序，统筹组织地方做好申

报工作，编制《202X 年 XX 省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称《实施

方案》，模板见附件），按程序联合上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三）申报材料。《实施方案》提纲

参见《202X 年 XX 省 XX 行业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实施方案（模板）》，详见附件 2。

（四）申报时间。请于 2022 年 9 月

12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至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小企业局和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包

含加盖公章纸质版和扫描 PDF 电子版（光

盘刻录）各一式三份。

（五）评定程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同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各

省《实施方案》进行评审，依据评审标准

确定入选名单，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进行公示。

五、实施要求

（一）材料审核。省级中小企业主管

部门联合财政部门组织《实施方案》编制

报送，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并留存备查。要按照重点支持领域和细分

行业，做好审核和遴选工作，确保符合国

家政策导向。

（二）组织实施。《实施方案》获批

后，要做好政策解读和方案组织实施，定

期跟踪指导、现场督促、服务满意度测评、

监督管理（鼓励组建专家团队专门开展此

项工作），适时总结经验做法和存在困难

问题，有关情况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并抄

报财政部。

（三）绩效管理。各省级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应当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

运行监控，实施期满后联合财政部门对试

点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自评。工业和信息化

部联合财政部进行绩效评价和验收。具体

评价标准和要求等事宜另行通知。

（四）惩处措施。对在材料申报、组

织实施、绩效考核过程中发现虚报、冒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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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等方式骗取财政资金的，视情况严重

程度扣减奖补资金、取消奖补资格、进行

通报批评等处罚措施，对出现严重问题的

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处理。

附件：

1.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细分行业

列表.doc

2.202X 年 XX 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实施方案（模板）.doc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22 年 8 月 15 日

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通知

工信厅联电子函〔2022〕20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局（厅、委）、能源主管部门，

各有关单位：

近期，光伏行业出现阶段性供需错配、

部分供应链价格剧烈震荡等情况，个别环

节出现囤积居奇等苗头，有的地方出现割

裂市场、区域封闭等问题，亟需深化行业

管理，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为优

化建立全国光伏大产业大市场，促进光伏

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建设新能源供

给消纳体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足长远目标，优化产业布局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能源

主管部门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科学规划和管理本地区光伏产业发展，积

极稳妥有序推进全国光伏市场建设。统筹

发展和安全，强化规范和标准引领，根据

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特点合理引导上下游建

设扩张节奏，优化产业区域布局，避免产

业趋同、恶性竞争和市场垄断。优化营商

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

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引导各类资本根据双

碳目标合理参与光伏产业。在光伏发电项

目开发建设中，不得囤积倒卖电站开发等

资源、强制要求配套产业投资、采购本地

产品。

二、鼓励创新进步，规范行业秩序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能源主管部门要

深入落实《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等政

策，积极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光伏电站投

资建设应对照规范要求和相关标准。积极

实施《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鼓励企业结合市场需求，加快技术研发和

智能创新升级。支持企业创新应用新一代

信息技术，构建硅料、硅片、电池、组件、

系统集成、终端应用及重点配套材料、设

备等供应链大数据平台，推广应用公平化、

透明化在线采购、车货匹配、云仓储等新

服务，提高供应链整体应变及协同能力。

为促进削峰填谷和产业链稳定，鼓励有关

企业及公共交易机构等合理开展多晶硅及

电池等物料储备，严禁囤积居奇。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跨部门

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光伏行业领域哄抬价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27/dc6a69c9944348a4ab0bcc90cd4d13a6.doc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27/dc6a69c9944348a4ab0bcc90cd4d13a6.doc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28/a25900fc0f484743b112fa28ea785c6f.doc
https://wap.miit.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226211233/attach/20228/a25900fc0f484743b112fa28ea785c6f.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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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垄断、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

行为。

三、加强系统对接，深化全链合作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能源主管部门要

有效利用国内光伏大市场，引导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深度对接交流。落实新增可再生

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的精神，统筹推进光伏存量项目建设，加

强多晶硅等新增项目储备，协调手续办理

工作，根据下游需求稳妥加快产能释放和

有序扩产。鼓励硅料与硅片企业，硅片与

电池、组件及逆变器、光伏玻璃等企业，

组件制造与发电投资、电站建设企业深度

合作，支持企业通过战略联盟、签订长单、

技术合作、互相参股等方式建立长效合作

机制，引导上下游明确量价、保障供应、

稳定预期。指导协会、企业等定期发布真

实客观的供需信息，严禁发布不实信息，

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对接不通畅等问题，加

快建立产业链供需对接和智能光伏产业公

共服务等平台，支持上下游企业以资本、

技术、品牌为基础开展联合攻关，推进产

业提质、降本、增效。

四、支持协同发展，稳定产业供需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能源主管部门要

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产业经济发展，引导

企业稳固供应链，提升产业链水平，共同

推进产业协同发展，保障光伏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运转。加强企业跟踪服务保障，开

展精准对接，协调解决企业难题，确保企

业稳定生产运行。加强区域协调和部门协

同，共同推动解决疫情期间的复工复产、

物流配送等问题，确保重点区域畅通循环，

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强光伏行业运行

监测，推进实现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政

府决策快速响应，引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光伏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碳足迹

核算，加快废弃组件回收技术、标准及产

业化研究。

五、坚持统筹发力，加强宣传引导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能源

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

府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

引导企业解决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新困难和

问题，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研究院所、检验检测机构、计量

技术机构、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专业机构

的桥梁纽带作用，指导适时开展高峰论坛、

专项对接等活动，推进行业交流合作。鼓

励各专业媒体开展光伏科普宣传和政策报

导，提高公众认知水平。坚持企业在市场

开拓和上下游配套协作中的主体地位，相

关企业要增强责任意识，合理确定生产目

标和价格指标。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事

实、不跟风炒作，共同营造和谐共生、产

业共赢的光伏产业新发展格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能源局将及时通报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适时对存在问题的地方及企业开展约谈、

告诫，对违法违规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对

有关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宣传推广。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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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

工信部联重装〔2022〕10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商务、

国资、市场监管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有关中央企业：

现将《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2 年 8 月 24 日

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的

通知

交公路发〔2022〕8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北京市城市管

理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各省、自治区电力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健全完善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

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服务公众便捷出行，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研究制

定了《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

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8 月 1 日

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4ccbd89465cc4336b88b19a02bbf473b.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glj/202208/t20220825_3670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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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发改能源发〔2022〕831 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各有关能源企业：

为加快推动新型储能示范应用和规模化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 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能源发

〔2022〕20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

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 号）相关要求，制定

《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22 年 8 月 1 日

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苏科高发（2022）182 号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江苏省“十四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组织实施。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2 年 7 月 22 日

江苏省“十四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

http://fzggw.jiangsu.gov.cn/art/2022/8/8/art_83783_10566543.html
http://www.wnd.gov.cn/uploadfiles/202208/09/20220809095422423043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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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总统签署 IRA 立法
最新消息，继美国众议院通过《通货

膨胀削减法案》(IRA)后，拜登总统签署了

该项法案，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一揽子

计划正式成为法律。

根据IRA计划，未来10年将投入3690

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计划，是

美国史上最大的气候法案，其中包括对太

阳能组件的制造支持和清洁能源税收抵免

措施。

拜登总统上周五在推特上称，IRA 将

使美国的太阳能组件数量从2021年的2.4

亿增至八年后的近 10 亿。他引用美国能源

部（DOE）的数据称，与没有 IRA 的情况相

比，这会带来 3亿块组件。

美国通过史上最大气候法案

IRA 被称为美国"建立太阳能制造基

地的最佳机遇"。30%太阳能 ITC 回归、狠

砸 3700 亿美金，美国新能源盛宴！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300 亿美元将被

指定用于生产税收抵免（PTC），以加速美

国的清洁能源制造，而另外 100 亿美元的

投资税收抵免（ITC）将被用于建设清洁技

术制造设施，如太阳能组件制造厂和其他

清洁技术工厂。

根据提案，太阳能制造税收抵免内容

如下：

- 组件将获得 0.07 美元，乘以组件

的容量（以每一直流电瓦特为基础）。

- 薄膜或晶硅光伏电池将获得 0.04

美元，乘以电池容量（以每一直流电瓦特

为基础）。

- 硅片将获得每平方米 12 美元

- 聚合物背板将获得每平方米 0.40

美元

- 多晶级硅料将获得每千克 3美元。

这些抵免额度与参议员Jon Ossoff去年

首次提出的《美国太阳能制造法案》（SEMA）

中包含的制造业支持措施大致一致。

正如预期的那样，该法案的通过受到

了美国太阳能行业上下游的热烈欢迎，许

多人对税收抵免延长 10 年带来的确定性

表示庆祝。

来源：PV-Tech

拉美地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迅猛增长
日前，欧洲太阳能行业协会发布《全

球市场展望报告》指出，2021 年，拉美地

区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960 万千瓦，涨

幅达 44%。截至 2021 年底，拉美地区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3000万千瓦，较2015

年增长超过 40 倍。预计在政策推动下，未

来，拉美地区光伏市场将持续向好，2026

年前，该地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每年将新

增 3080 万千瓦。

未来 5年，拉美地区有望跻身全球前

五大光伏市场。目前，拉美地区约 25%的

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水电和

生物质能发电，随着减排和经济复苏需求

的增加，发展光伏逐渐成为该地区的重要

工作。其中，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等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EyMA==&mid=2649345590&idx=1&sn=9b72a00c184cd95ce2b21a549121ad73&chksm=be84adf989f324ef033d93be282ff2e08926a99067537b9c296d222f829c271bb8e7f138be3d&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1NzEyMA==&mid=2649345590&idx=1&sn=9b72a00c184cd95ce2b21a549121ad73&chksm=be84adf989f324ef033d93be282ff2e08926a99067537b9c296d222f829c271bb8e7f138be3d&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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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视为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提出绿色发展计

划或相关倡议。

巴西是拉美地区率先通过集中式光伏

电站招标等方式部署可再生能源的国家。

此外，分布式光伏项目在巴西也一直享受

优惠政策，包括减税、允许业主将剩余电

量上网售卖等。

巴西太阳能协会执行主席罗德里

戈·萨瓦伊亚表示，政策支持是巴西光伏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关键。根据巴西的最

新法案，2022 年底前投运的分布式光伏项

目将享受减税政策至 2045 年。

在电费高涨的情况下，光伏已成为巴

西用电的热门选择。过去一年间，巴西电

价上涨了 20%-25%，而选择光伏的消费者

无疑将省下一大笔日常开销。这也进一步

增强了光伏发电的竞争力。

欧洲太阳能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巴西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达

500 万千瓦。截至今年 4月底，巴西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1500 万千瓦。预计

2022 年，巴西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将超

过 1200 万千瓦，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

到 2500 万千瓦，产业呈爆发式增长。

不过，随着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的增加，

巴西正面临储能发展滞后的困境。2021

年，巴西集中式光伏电站招标规模已有所

缩减。巴西已成立相关工作组，希望从立

法、监管、税收、技术、融资等方面制定

路线图。

拉美地区的另一大经济体哥伦比亚的

光伏市场也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此前，

限制哥伦比亚光伏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

输电网络不发达。2019 年，哥伦比亚启动

电网改造和升级工作，目前市场条件已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能源企业纷纷投资

光伏项目。

智利同样具有较好的光照条件。截至

目前，智利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300

万千瓦，每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约为

50 万千瓦，增长稳定。根据智利政府的规

划，为实现降碳目标，未来智利将至少新

增 600 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全球光伏发电新

增装机规模将首次突破 2亿千瓦大关，创

造新的纪录。欧洲太阳能行业协会预测，

到 2026 年，拉美地区，特别是巴西，将成

为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主要市场。

来源：中国能源报

一年三万的电费账单推动英国

太阳能板销售暴增

随着英国即将在 10 月近乎翻倍地上

调家庭电费上限，当地的屋顶光伏产业迎

来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销售狂潮。

据媒体援引英国太阳能行业协会

（Solar Energy UK）报道，近些日子每周

都有 3000 余起安装太阳能板的施工正在

英国家庭的房顶上进行，与两年前的夏天

相比翻了足足三倍。协会首席执行官

Chris Hewett 感叹道，眼下在英国安装的

太阳能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归根到底还是算经济账

英国太阳能行业协会统计称，今年二

季度英国老百姓房顶的发电能力提高足足

95 兆瓦，安装速度较年初也翻了三倍。当

然，推动英国人涌入光伏市场的恐怕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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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保意识的觉醒，而是愈发离谱的电费

账单。

英 国 德 比 郡 电 气 公 司 Alfreton

Electrics 的老板 Jez Brinklow 透露，几

个月前等待安装屋顶光伏的时间大约为一

个月，而现在可能要等两至三个月。所有

人（装光伏）的目的还是为了省钱。

与此同时，紧俏的市场需求也令安装

屋顶光伏的成本上升 15%，但与翻倍的电

费相比，这点涨幅实在是不值一提。

非常应景的是，英国天然气与电力市

场办公室（Ofgem）本周五刚刚宣布，将该

国的家庭能源价格上限从 1971 英镑调整

为 3549 英镑（约 2.8 万元人民币），将于

今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这个价格较今年 4

月和去年冬天分别上升 80%和 178%。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没完，咨询公司

Auxilione 预测在明年 1 月和 4 月的调价

中，英国老百姓面临的电费上限将上升至

5405 英镑和 7263 英镑（约 5.8 万元人民

币）。作为物价参考，英国全体工人的平

均中位数年薪为 2.5 万英镑，即便只统计

全职工人，他们的中位数年薪 3.1 万英镑

在电费账单面前依然只能瑟瑟发抖。

当然，在电费涨破天际的背景下，安

装成本并不低的屋顶光伏突然就成了性价

比之选。以往安装屋顶光伏“回本”的时

间也从十年缩短到三到四年，甚至可能会

更短。

可再生能源公司Solar Shed执行董事

Kevin Holland 介绍称，按照眼下的价格，

一套典型的太阳能系统每年能够节省

1200英镑的电费。按照10月继续上涨80%，

以及明年 1 月再涨 50%来算，这套系统能

省下的费用将达到 3240 英镑。如果这些家

庭用不完自家屋顶发的电，他们还能出售

给电网。

来源：财联社

南非开放电力市场，建立包括可再

生能源在内的长期自主发电能力

进入 8月，由于电力危机愈演愈烈，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于 8月 3日宣布，正式

开放南非电力市场，鼓励更多私营企业进

入，并建立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长期自

主发电能力，以便尽快将南非从电力危机

中解救出来。

全国缺电严重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发布警告，短期内

南非全国将持续面临停电断电风险，需要

切断电源展开发电机组故障排查，该公司

旗下的两座燃煤电站和 Koeberg 核电站的

发电机组推迟恢复服务，另有 4座燃煤电

站的发电机组也出现了严重故障。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由于发电能

力不足，从 8月 3日起开始实施限电措施，

并且需要轮流停电，预计每个家庭将面临

日均 2小时的停电。

据了解，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目前的发

电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南非的电力需求。截

至 8月初，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今年已经实

施了 84 天的停电，这主要是老旧发电站在

多年维护不足后继续故障所致，给南非经

济增长和商业信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针对频繁的限电，南非政府日前成立

了能源危机委员会，意在通过政府的适当

干预措施，降低限电的等级和频度，从而

保障南非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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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业运营艰难

“南非供电不稳已经长达十多年。电

力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南非的经济增长和

创造就业。”拉马福萨表示。

作为南非最重要的国有企业之一，南

非国家电力公司一直深陷债务危机。受发

电机组故障频发、设备缺乏维护、燃料价

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南非自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以来，限电令已经逐渐成为“常

态”。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目前债务高达

4000亿兰特（约合240亿美元），南非政府

计划10月前制定帮助该公司减债的计划。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首席执行 官

Ruyter 日前与 70 多家私人机构高管、约

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负责人进行了会面，

旨在吸引投资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商讨

如何解决当前困扰南非社会的供电危机。

根据拉马福萨的规划，将加强南非国

家电力公司技术工人的招聘，同时加速解

决该公司旗下发电机组故障频繁和屡遭盗

电等问题。

《金融时报》指出，按照南非政府的

计划，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今后可以从私营

部门购买多余电力，或从邻国进口电力。

此外，去年，南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上与美欧国家达成的 85 亿美元气候融资，

也将全部投向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旗下燃煤

电站的翻新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

对此，南非商业联合组织首席执行官

Cas Coovadia 表示：“南非电力部门改革

仍然需要一个明确的执行计划，设定严格

的时间表和交付责任。”

鼓励私营企业发电

南非将开放发电领域，包括放宽私营

企业进入电力领域的门槛，通过为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出台更多利好政策，从而全面

破解供电困局。

拉马福萨表示，近期前所未有的断电

对社会经济、民生等造成巨大损害，“我

们急需一波新的发电力量来拯救岌岌可危

的电力供应。”

据了解，在南非，申请投建电力项目

的流程十分繁琐，即便获得批准也需要多

年才可能投产上线。南非政府日前发布了

一项招募私营部门的“紧急增加电力装机”

的综合计划，允许私营部门投建任何规模

的自主发电能力。同时，南非还将面向全

社会举行天然气、储能等电力项目招标，

取消发电许可限制从而简化私营企业投建

电力项目如太阳能农场的审批流程，今年

还将把可再生能源采购量翻一番，并为那

些拥有屋顶太阳能的家庭提供向南非国家

电力公司出售电力的激励措施。

截至目前，南非超过 80%的电力仍然

严重依赖燃煤发电。有行业分析人士指出，

新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提高南非国家电力公

司的运营效率和发电能力，同时允许私营

企业进入电力市场，缓解当前的电力供应

压力并为更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铺

平道路。

来源： 国际能源参考

7 月光伏新增装机 6.85GW！

1～7 月累计 37.73GW！
8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7 月份

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7月光伏新增装

机 6.85GW，同比增长 39.0%，环比下降

4.5%。1-7 月光伏累计新增装机 37.73GW，

同比增长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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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6 亿千瓦，同比增长 8.0%。其中，风电

装机容量约 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7.2%；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4 亿千瓦，同比

增长 26.7%。

1-7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

用 2132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84 小时。

其中，火电 2476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118 小时；核电 4340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

少 192 小时；风电 1304 小时，比上年同期

减少 68 小时。

1-7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

程完成投资 2600 亿元，同比增长 16.8%。

其中，太阳能发电 773 亿元，同比增长

304.0%。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2239 亿元，同

比增长 10.4%。

来源：国家能源局

2022年上半年工业硅行业

运行情况
一、产量同比增长。据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数据，上半年，我国工业硅产量

143.6 万吨，同比增长 26.9%；受光伏产业

需求拉动，国内消费量 109.2 万吨，同比

增长 24.4%。

二、价格高位回落。据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数据，上半年，553 冶金级工业

硅、421 化学级工业硅均价分别为 19916

元/吨、22342 元/吨，同比上涨 54.1%、

59.3%。6 月 30 日，553 冶金级工业硅、421

化学级工业硅价格较年内高点分别下降

24.4%、10.9%。

三、出口同比下降。据海关总署数据，

上半年，我国工业硅出口 35.2 万吨，同比

下降 12.6%。

来源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发文明确 2022 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主体
8 月 25 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 2022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

项的通知，明确指标要求、消纳主体责任、

消纳工作组织实施、消纳完成情况考核、

区级消纳责任落实。

关于本市 2022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来源：北京市发改委

上海国资入局光伏 上海浦东

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揭牌
日前，浦发集团与上海电力战略合作

暨上海浦东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成功举行。该集团以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

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专业平台为发展定

位，以黎明产业园光伏示范项目为起点，

壮大浦东绿色环保产业。

浦东新能源公司计划到 2027 年，建设

光伏项目装机容量 500MW，年发电量 5.5

亿度，成为新能源产业升级的浦东经验、

浦东品牌、浦东样板。该公司已锁定分布

式光伏项目 23 个，装机容量约 30 兆瓦。

来源： 财联社

http://fgw.beijing.gov.cn/gzdt/tztg/202208/t20220825_2800354.htm
http://fgw.beijing.gov.cn/gzdt/tztg/202208/t20220825_28003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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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能源集团获批建设蒙西

570万千瓦风光基地项目
8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题会

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内蒙古能源集团建设

蒙西 570 万千瓦风光基地项目。按照会议

议定事项，自治区能源局于 8月 30 日批复

内蒙古能源集团开展蒙西 570 万千瓦风光

基地项目建设，包括：“杭锦旗风光火储

热生态治理项目”、“化德县 100 万风光

储项目”、“巴彦淖尔 100 万千瓦光储+

生态治理项目”、“四子王旗 100 万千瓦

风储项目”、“苏尼特左旗 100 万千瓦风

储项目”。

蒙西 570 万千瓦风光基地项目的批

复，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支

持内蒙古能源集团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的

重要举措，对推动区属企业做优做大做强

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内蒙古能源局

这一国际标准体系，中国牵头制定！
在 20 日召开的 2022 国际标准化大会

上，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由中国牵头制

定全球首个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国际标

准框架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推

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新型电力系统，有别于目前我国以煤

电为主要电源的电力系统，是以风、光、

核、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为主体，多种能源

相互补充，支撑全社会高度电气化的电力

系统，是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支撑“双

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枢纽平台。

国际电工委员会表示，中国新能源装

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多年世界第一，风电、

光伏、锂电池等产业规模、市场规模均稳

居世界第一，具有引领新型电力系统发展

的产业和技术优势。由中国主导，统筹开

展新型电力系统国际标准框架体系和标准

国际化战略研究，有助于全球能源转型。

目前，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在将中国提

出的碳达峰碳中和、能源转型、零碳电力

系统等主题列入战略规划，未来五年，将

在能源低碳领域发起成立 1到 2个新技术

委员会，培育 10 到 20 项国际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

士舒印彪表示，国际标准化工作进入了新

的发展时期，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得到国

际社会的高度赞扬。我国国际标准化的发

展重点是：要围绕双碳目标和重大需求，

在技术标准、计量和认证上形成完整的标

准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碳治理规则。

在大会上，还成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

国际标准促进中心。该中心将帮助中国企

业专家制定更多由我国主导的碳达峰碳中

和领域国际标准，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战略

规划落地实施。

来源：中宏网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解读《科技

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2022—2030年）》
近日，科技部等 9部门联合印发了《科

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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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通过 10 项具体行动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

中和绘就了实施路线图。

为什么在当前节点出台这一文件，重

点任务有哪些，如何确保《实施方案》贯

彻落实？科技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

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创新

是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

的关键。”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说，按照碳

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总体安排，

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9部门组织

编制的《实施方案》，为全国科技界以及

相关行业、领域、地方和企业开展碳达峰

碳中和科技创新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统筹当前和长远 构建低碳技术创新

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基于我国各重点行业

碳排放基数和到 2060 年的减排需求预测，

《实施方案》系统提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

中和的创新方向，统筹低碳科技示范和基

地建设、人才培养、低碳科技企业培育和

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科技成果产出及示

范应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

技支撑。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文件编制过

程中遵循 3个原则：统筹当前和长远、统

筹科技创新与政策创新、统筹科技部门和

相关方面的工作。按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基于我国 2030 年和 2060 年经

济社会发展和碳排放的情景预测，研究提

出支撑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科技

创新行动和保障举措，并构建低碳技术创

新体系，为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好

技术研发储备。

“科技创新和政策创新是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可。”

上述负责人说，《实施方案》更加侧重于

科技创新，着力于加强高效率、低成本的

低碳技术供给；同时，也适当考虑了低碳

技术标准等政策创新方面的内容，以促进

低碳技术产业化。

十项行动赋能 科技强劲支撑碳达峰

碳中和

加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涉及基

础研究、技术研发、应用示范、成果推广、

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为此，

《实施方案》提出了 10 项具体行动。

针对备受关注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科

技支撑行动，我国立足以煤为主的资源禀

赋，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

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降低碳排放。

聚焦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突

破行动，以原料燃料替代、短流程制造和

低碳技术集成耦合优化为核心，引领高碳

工业流程的零碳和低碳再造；建筑交通低

碳零碳技术攻关行动，则围绕交通和建筑

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以脱碳减排和节

能增效为重点，大力推进低碳零碳技术研

发与推广应用；负碳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减排技术能力提升行动，聚焦提升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CCUS）、绿色碳汇、蓝色

碳汇等负碳技术能力，对甲烷、氧化亚氮

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和减量替代技

术进行针对性部署；碳达峰碳中和创新项

目、基地、人才协同增效行动，着力加强

国家科技计划对低碳科技创新的系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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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推动国家绿色低碳创新基地建设和人

才培养，提升创新驱动合力和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

着眼未来，《实施方案》还提到，开

展前沿颠覆性低碳技术创新行动。围绕驱

动产业变革目标，聚焦基础研究最新突破，

加快培育颠覆性技术创新路径，引领实现

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迭代升级；聚焦低

碳零碳技术示范行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先进技术引领的节能减碳技术综合

解决方案，并开展一批典型低碳技术应用

示范，促进低碳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碳达

峰碳中和管理决策支撑行动，则将加强碳

减排监测、核查、核算、评估技术体系研

究建议，提出不同产业门类、区域的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路径和技术支撑体系。

上述负责人还透露，我国将加快完善绿

色低碳科技企业孵化服务体系，培育一批低

碳科技领军企业，优化绿色低碳领域创新创

业生态。持续深化低碳科技创新领域国际合

作，构建国际绿色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网络。

如何确保《实施方案》落地见效？这

位负责人表示，科技部将从 3个方面具体

推进：一是加强机制保障，建立双碳科技

创新部际协调机制和国家碳中和科技专家

委员会，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释

放创新活力，营造适宜碳达峰碳中和科技

发展的创新环境；二是加强碳中和技术跟

踪监测，重点关注碳中和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投入，通过科技考核评价机制促进技术

优选与迭代；三是加强技术成果的产权保

护，推进完善国家科技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法规建设，推动建立低碳技术侵权行为信

息记录并纳入全国公共信用共享平台。

来源：科技日报

第三届国际太阳能竞赛在张北

开赛
8 月 8 日，随着倒计时声，“竞赛园

区断电仪式”启动，第三届中国国际太阳能

十项全能竞赛在张北县德胜村正式开幕。

据介绍，本次赛事围绕可持续发展、

智慧互联、人居健康三大主题，来自全球

10 个国家、29 所高校组成的 15 支参赛队

将进行 7天的角逐，15 栋各具特色的零耗

能住宅原型参赛房屋全部由清洁能源驱

动，以太阳能为主，风能、地热等作为补

充，运用晶硅、薄膜、斯特林、发电玻璃

和瓦片等多种新型发电系统和产品，能源

供应实现满足或大于房屋自身的能源消

耗，通过光伏等清洁产能带来的碳效益来

平衡初建阶段的碳排放。

赛事组委会介绍，所有参赛作品将接

受建筑风格、市场前景、工程设计、信息

沟通、购买能力、舒适区域、热水设计、

家用电器、家庭娱乐、能力均衡等十项指

标评比，并进行 48 小时零碳挑战赛，最终

评选出融合完美设计、智慧能源、多样创

新和市场潜力的优秀作品。期间参赛队将

在场地内开展少年科普、主题展览、趣味

互动、技术发布会、文化论坛等活动。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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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集团发布 2022 年 Q2 财报

8 月 18 日，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公布

截至2022年 6月30日的2022年第二季度

财务报告。

一、二季度业绩焦点

1、组件发货量 5.06 吉瓦

2、销售额 23.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52.46 亿元)，同比增长 62%

3、毛利润率 16%

4、净利润 7,4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4.88 亿元)，稀释每股收益 1.07 美元(约

合人民币 7.06 元)

5、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阿特斯集

团全球太阳能电站项目储备总量约 26 吉

瓦，储能项目储备总量超过 31 吉瓦时

6、CSI Solar 分拆上市工作稳步推进，

目前处于中国证监会注册过程中

7、加快上游产能扩张计划，增强供应

链管控

二、Global Energy 业务板块

阿特斯集团是全球最大、拥有电站项

目储备最多和地理分布最多样化的公共事

业规模太阳能和储能电站项目开发商之

一，在六大洲拥有良好可追溯的公共事业

级太阳能电站开发业绩，截至目前累计开

发、融资、建设、并网的太阳能电站总量

超过 6.8 吉瓦，全球太阳能电站项目储备

总量约 26 吉瓦，储能项目储备总量超过

31 吉瓦时。

三、CSI Solar 板块

1、制造产能布局和规划

截至 2022 年 6 月，公司硅锭、硅片、

电池片和组件产能已分别达到 5.4 吉瓦、

11.5 吉瓦、13.9 吉瓦和 27.9 吉瓦。预计

到 2022 年 12 月，公司硅锭、硅片、电池

片和组件产能将分别达到 20.4 吉瓦、20

吉瓦、19.8 吉瓦和 32 吉瓦。预计到 2023

年 12 月，公司硅锭、硅片、电池片和组件

产能将分别达到 25 吉瓦、25 吉瓦、35 吉

瓦和 50 吉瓦。

2、储能系统解决方案业务布局和规

划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阿特斯储能系

统集成业务开发、建设情况：长期服务协

议 861 兆瓦时，已签订合同和在建项目

1,892 兆瓦时，预测项目 40 兆瓦时，处于

开发前期的项目储备 8,242 兆瓦时，共计

11,035 兆瓦时。

四、商业展望

阿特斯集团预计：2022 年第三季度公

司销售额预计约为 20-21 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 134-141 亿元 )；毛利率预计约

15%-16.5%。组件出货量预计约为 6-6.2

吉瓦，其中包括 140 兆瓦组件预计将用于

公司自有电站。2022 年全年，公司将全年

总营收预期从之前的 70-75 亿美元提高到

75-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3-537亿元)。

公司预计组件出货总量将在 20-22 吉瓦，

大型储能系统发货总量预计为 1.8-1.9 吉

瓦时(CSI Solar)。电站项目销售总量预计

约为 2.1-2.6 吉瓦 (Global Energy)。

来源：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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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团与宁德时代开启全面战略合作

协鑫集团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

各自优势，在科技创新及产品研发、重卡

换电及电池回收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实

现多场景和新商业模式的研究开拓，推动

新能源项目快速落地，促进新能源行业稳

步发展。

在重卡换电站通用性方面，双方将展

开技术合作交流，助力重卡换电站互通互

融。

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方面，双方将根

据重卡+储能应用场景，优化全生命周期电

池成本，实现动力电池在储能领域的梯次

利用。

此外，双方还将积极探讨在动力电池

回收领域创新合作，携手产业链上下游，

构建移动能源生态圈，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来源：协鑫集团

高纪凡应邀出席清华大学第二届“碳中和经济”论坛并发言，

提出“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新生态”

8 月 27 日，清华大学第二届“碳中和

经济”论坛在京开幕，清华大学校长王希

勤出席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

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

书记赵东等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名誉理事长、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合光能”）董事长兼 CEO

高纪凡应邀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在能源变

革时代，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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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纪凡表示，当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增强气候变化应对能力、推动能源变革已

经成为全球共识，光伏将成为能源变革的

主力军。光伏行业将会向构建“以用户为

中心”的新生态发展，这也是任何产业发

展到更高阶段的基本特征。成立于 1997

年的天合光能，正是在碳中和大潮下应运

而生，致力于成为全球光伏智慧能源解决

方案的领导者，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变革，

创建美好零碳新世界。

高纪凡指出，要实现碳中和有四个关

键方向，一是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二是储

能技术要加速发展；三是能源数字化；四

是发展特高压。光伏发电的关键核心就是

提升效率。整个光伏行业“四高一低”（超

高功率组件、高功率电池、高可靠性、高

发电量，降低发电成本）促进了可再生能

源的不断增长。

同时，天合光能推动光伏上下游企业

组建了 600W+的光伏开放创新生态联盟，

现在有 99 家企业加入，建立了上下游开放

协同创新的新生态。近日，天合光能又和

中国能建、宁德时代联合发起了中国新型

储能产业创新联盟，加快推进新型储能的

创新标准和行业规范等内容的提升。

成立 25 年来，天合光能 25 次创造和

刷新世界纪录，持续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并用一连串“第一”引领光伏创新发展。

截至目前，天合光能发明专利拥有量居光

伏行业第一，并荣获中国光伏技术领域首

个工业大奖和首个国家技术发明奖。成立

25 年来，天合光能始终肩负“用太阳能造

福全人类”的使命，更好服务于千企万厂、

千家万户，构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分

布式光伏服务生态体系。日前，天合光能

又在青海打造了源网荷储零碳产业园项

目，引领整个行业低碳化。截至目前，天

合光能业务覆盖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光

伏组件全球累计出货量超 100GW，生产清

洁能源电力超 1350 亿度，相当于 4.4 个三

峡水电站的装机量，约等于在全球种了

72.9 亿棵树。

本次“碳中和经济”论坛由清华大学、

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指导，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中

国经济出版社主办, 聚焦“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主题，政府机构有关领导、

“双碳”领域专家学者、能源企业家等受

邀出席，为助力“碳中和”贡献智慧和力

量。

来源：天合光能

隆基绿能与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签署

补充协议
8 月 14 日下午，隆基绿能公告，与鄂

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

签署《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公告指

出，本次投资补充协议签订后，年产 20GW

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将变更为年产 46GW

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30GW 高效单晶电池

项目及 5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产能维持不

变。



企业新闻

19

本次变更后，公司项目子公司的投资

金额预计将增加 69.5 亿元至 145.5 亿元。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基于项目建设

和营运的实际需求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测

算，实际投资预算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

批的金额为准。

隆基表示，本次变更符合公司未来产

能规划，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产品

领先优势，抢抓光伏市场发展机遇，进一

步提升公司产能规模，不断提高市场竞争

力。

来源：SOLARZOOM 光储亿家

拉普拉斯与中来股份签订山西 4GW TOPCon 关键设备

8 月 24 日，中来股份与拉普拉斯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就山西智能制造工厂一期项

目第二批 4GW 产能部分关键设备采购达成

合作，双方在泰州完成了采购协议的签订。

本次设备交付后，拉普拉斯为中来股份提

供的N型TOPCon部分关键工序设备累计约

10GW。中来股份副总裁谢建军与拉普拉斯

董事长林佳继共同出席了签约仪式，双方

对于未来的合作满怀信心。

中来股份位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的 16GW 高效单晶电池智能制造工厂项

目总投资 56 亿元，总规划面积 609 亩，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同时基于 182/210 大尺寸

硅片的 GW 级 TOPCon 智能电池工厂。目前

该项目一期第一批 4GW 已建成正在进行产

能爬坡，前不久刚完成 N型 TOPCon 电池发

货。待一期 8GW 全部投产后，中来 N 型

TOPCon 电池总产能将达 10GW。

中来股份副总裁谢建军先生表示：“很

高兴能与拉普拉斯公司达成合作，我们对

光伏设备供应商的要求非常高，供应商必

须具备领先的设备与技术，经过层层筛选

与考察测试，我们最终选择与拉普拉斯合

作。作为业内领先的光伏设备提供商，他

们的先进设备和全球领先的技术都能符合

我们智能工厂的要求，双方将持续保持紧

密合作，早日实现项目的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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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16GW TOPCon 电池智能制造工厂

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将为当地带来 2600

多个就业岗位，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

生产，还可以积极带动当地光伏产业链的

形成，届时中来股份 N型 TOPCon 电池产能

也将明显提升。

来源：东吴光伏圈

迈为股份联合 SunDrive 取得低铟无银异质结电池效率新突破

近日，经德国哈梅林太阳能研究所

（ISFH）认证，迈为股份采用低铟含量的

TCO 工艺结合 SunDrive 公司的铜电镀栅

线，在全尺寸（M6，274.4cm²）单晶硅异

质结电池上获得了 25.94%的光电转换效

率。

图 ISFH 认证报告数据

今年 4月，迈为股份采用低铟含量的

TCO 工艺结合银包铜栅线，在同类型异质

结电池上获得了 25.62%的光电转换效率，

并得到 ISFH 认证。短短四个月的时间，迈

为的研发团队凭借高效创新能力，采用特

殊的低铟 TCO 技术实现了与铜电镀工艺的

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SunDrive 优化了

其无种子层直接电镀工艺，使电极高宽比

得到提升（栅线宽度可达 9μm，高度 7μ

m）。双方联合将低成本异质结电池的转换

效率提高至 25.94%。

ITO 靶材中的铟与低温银浆中的银，

是异质结电池制造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之

一。迈为与 SunDrive 此次合作研发并获得

认证的电池采用磁控溅射的 TCO 镀膜方

法，通过迈为研发的低铟含量解决方案，

单片铟的使用量比常规（未采用低铟方案）

的异质结电池降低了 50%，如果叠加设备

降铟的方案再降低 40%，可以将铟用量降

低到常规水平的 30%；而铜电镀工艺省去

了昂贵的银浆成本，这两项工艺的结合使

异质结电池的制造成本降至新低，同时确

保了优异的光电转化效率。

为推动异质结高效电池技术的量产应

用，迈为股份不仅专注于先进异质结电池

整线设备的研制，还从电池、组件等客户

端角度出发，不断进行材料、量产性、制

造成本等方面的延伸研发与论证优化，努

力为行业提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异质

结电池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此次低铟无银

异质结电池效率的新突破，意味着公司在

助力光伏行业“降本增效”的进程中又迈

进了坚实的一步。

来源：迈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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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德威发布“零碳生产”新品

8 月 6 日上午，固德威“零碳生产”

新品正式发布。银河轻质光电建材延续“星

斗”系列，积聚了固德威更多的能量，闪

耀工商业建筑屋顶。

一、布局·恰逢好风凭借力，启航扬

帆正当时

当日，固德威广德工厂二期正式投用，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银河”系列轻质光电

建材，当日也在全新产线正式下线，意味

着产品实现规模化量产。二期项目投产，

是固德威的新起点更是推动力，固德威将

继续夯实产业基础，依托行业及地方的支

持乘势而上，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智慧

能源变革不断前进。

二、破局·长风破浪时已至，云帆高

挂济沧海

今年 3月 23 日，固德威“零碳生活”

生态系统问世，重新定义光电建材，引发

行业关注。此次发布会，是建筑光伏在工

商业应用场景的巨大突破。固德威部署良

久，厚积薄发，发布了行业瞩目的全新产

品。

（1）首款真正意义上融合防水的建

筑光伏一体化产品。依托专业成熟的电力

电子技术，固德威保证产品的发电效率，

在安全高效发电的基础上，逐点突破建筑

领域难点。

· 可靠性最高的轻质光电建材产品

“银河”系列轻质光电建材具有轻质耐腐

蚀面板，与高分子防水卷材一体化封装，

在有效降低屋面荷载压力的同时还可以避

免老化、漏水隐患，精准解决了工商业建

筑屋面高渗漏率、荷载不足、运维困难等

核心痛点。同时，“银河”轻质光电建材

在“轻”的基础上，创造性赋予了产品一

道“增强层”，提升了产品整体强度与平

整性，让运维更加主动、高效。

· 创造性最强的热风焊与通风构造

另外，“银河”轻质光电建材首创的热风

焊安装，在不破坏屋面构造层的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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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快速安装，省工节材；独有的通风

构造设计，能有效散热，延长屋面寿命，

更保证了高效发电，降低项目总成本。

（2）零碳生产一体化解决方案。零

碳生产解决方案，核心需求在于同时满足

高效产能、安全运作与长效运转，在生产

的全生命周期中，提供全系统一体化解决

方案。在银河光电建材产品基础上，固德

威还介绍了多种应用场景与不同的解决方

案。

同时，固德威也公布了“北极瓦”系

列光电建材直接应用于屋顶的方案——通

过“北极瓦”独有的集成导排水功能，结

合屋面完整构造与屋檐收边构造，打造建

筑光伏一体化屋面系统。该系统同时展示

了检修运维通道与自动化清洗方案，将广

泛应用于新建屋顶与改造屋顶。

结合完整的光电建筑解决方案，固德

威打造出工厂的第二条“生产线”。在未

来的生产形式中，融入屋面系统的第二条

生产线将作为标配成为生产活动的一部

分，并担当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3）对零碳生活的延续，还在于更

深度的拥抱。银河产品，是固德威与凯伦

的共同研发、联合发布，继零碳生活发布

后更持久深入的拥抱，标志着工商业的建

筑光伏完成融合。

凯伦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建筑防水行

业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凯伦股份的高性

能TPO防水卷材能有效解决屋面25年的防

水难题，同时提供了融合瓦屋顶系统解决

方案。

三、全局·建筑光伏新范式，智慧能

源新时代

至此，固德威光电建材实现全场景布

局，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可持续建

筑一体化解决方案，让每一栋建筑都能成

为光电建筑。

在“开创智慧能源新时代”的企业愿

景下，固德威再次提炼新能源智慧，以零

碳生产连结智造工厂，期待与全球优质的

生态伙伴通力合作、携手共进，助力零碳

发展，进一步迈向更舒适、智慧、可持续

的未来，为能源结构转型和碳中和目标贡

献一份力量！

来源：光伏盒子

多家会员企业入选工信部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22 年 8 月 8 日，江苏省工信厅公布

了入选工信部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和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复核通

过企业名单。

我省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鹿

山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市乐萌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宇邦新

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同泰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沃特维自动化系统

有限公司、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晶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美科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双良

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无锡英臻科技有限

公司等多家会员单位和重点光伏企业成功

入选。

来源：江苏省工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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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鹏科技、松瓷机电、瑞赛环保、上迈、固德威等多家会员企业

入选“创客中国”光伏新能源产业链赛道赛全国 14 强

8 月 24 日，由工信部举办的国家级产

业链协同创新大赛——第七届“创客中国”

光伏新能源产业链赛道赛及配套活动在徐

州收官。此次大赛由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

发展中心、江苏省工信厅、协鑫集团联合

主办，徐州工信局、协鑫科技、徐州经开

区等单位联合承办，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协办。进入决赛的 30 支队伍选出全国 14

强，并获得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

我会海鹏科技、松瓷机电、瑞赛环保、上

迈、固德威等多家会员企业入选全国 14

强，并代表光伏企业进军全国总决赛。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级巡视员叶定

达、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董晓鲁、省工

信厅二级巡视员李裕桃、省工信厅体系建

设处韩晶处长、徐州市工信局张长缨局长

等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并为获奖企业颁发

奖牌。

此次大赛是“创客中国”全国 6个赛

道之一，通过大企业“出题”、创客和中

小企业“揭榜”方式，围绕“铸造长板、

补齐短板、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等重点

环节，以产业链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整体

提升。

创客中国光伏新能源赛道赛全国 14 强获奖名单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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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ITC正式对太阳能优化器、逆变器及其组件启动337调查

8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投票决定对特定太阳能优化器、逆变器及

其组件（Certain Solar Power Optimizers,

Inverters, and Components Thereof）启

动 337 调查（调查编码：337-TA-1327）。

7月 28 日，美国 Ampt, LLC of Fort

Collins, CO 向美国 ITC 提出 337 立案调

查申请，主张对美出口、在美进口和在美

销售的该产品侵犯了其专利权（美国注册

专利号 9,673,630、11,289,917），请求

美国 ITC 发布有限排除令、禁止令。

美国 SolarEdge Technologies, Inc.

of Milpitas, CA、以色列 SolarEdge

Technologies, Ltd. of Herzliya, Israel

为列名被告。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立案后 45

天内确定调查结束期。除美国贸易代表基

于政策原因否决的情况外，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在 337 案件中发布的救济令自发布

之日生效并于发布之日后的第 60 日起具

有终局效力。

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官网

强烈谴责！中国3GW光伏组件被美海关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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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ROTH Capital Partners 发布

报告称，根据《维吾尔族强制劳动预防法》

（UFLPA），美国海关扣留了中国 3GW 太阳

能电池板。ROTH Capital Partners 董事

总经理 Philip Shen 表示，到今年年底，

可能会进一步阻止 9-12GW 中国太阳能组

件进入美国市场。根据能源信息管理局

（EIA），美国开发商计划今年安装 17.8GW

的光伏系统。然而，六个月来，模块供应

不足，导致计划取消或延迟，仅 4.2GW 实

现安装并上线。组件持续供应不足将继续

阻碍光伏系统的安装部署。据悉，中国新

疆地区多晶硅供应量占全球市场的 50%。

然而，尽管中国再三明确否认其无端指控，

美国仍然坚持认为，该地区侵犯人权和强

迫劳动，并且于去年 12 月通过了 UFLPA。

该法于今年夏天首次颁布，明确禁止

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任何产品，除非确定

这些产品与强迫劳动无关。根据 UFLPA，

企业必须提供全面的供应链图和完整的工

人名单，证明工人没有受到强迫劳动的压

迫而自愿工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表示，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彻头

彻尾的谎言，中方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多

次澄清事实和真相。国际社会也有越来越

多的人就此发出正义之声。美方以这一弥

天大谎为借口无理扣押中国企业光伏产

品，甚至搬出“有可能”这样毫无下限的

说法，这再次暴露了美方破坏新疆发展的

险恶用心，也将干扰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损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

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来源：光伏产业网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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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成本低、光电转换效率高等优点。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钙钛矿单结电池效率已超过 25%，基于钙钛矿的多结叠层电池效率已超过 30%，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被认为是未来颇具应用潜力的光伏技术之一。

光电转换效率是太阳能电池的核心指标之一，为实现高效率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常采用可与钙钛矿形成 I型异质结能级结构的二次相碘化铅（PbI2）来阻挡载流子在多

晶钙钛矿晶界或表面缺陷处复合。此前，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发现基于二次相 PbI2

的钙钛矿电池较难兼顾效率和稳定性（Advanced Materials，2017,29,1703852），原

因在于 PbI2二次相的存在或提供了钙钛矿分解以及离子移动通道，使钙钛矿材料以及电

池器件长期稳定性较差，且易产生较大的电滞。因此，如何设计稳定的二次相，既能实

现钝化钙钛矿缺陷，又能获得稳定的钙钛矿吸光材料，从而实现既高效又稳定的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是当前该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近日，半导体所研究员游经碧带领团队发现，通过在钙钛矿材料中引入少量氯化铷

（RbCl），可将常见的引起钙钛矿不稳定的二次相 PbI2转化成为全新的热稳定性和化学

稳定性好的(PbI2)2RbCl（简称 PIRC）（图 1A、B）。

图 1 A、具有 PIRC 二次相钙钛矿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B、有无 PIRC 的钙钛矿薄膜 X 射线衍射图

谱（插图为局部放大图）；C 与 D 分别为有无 PIRC 的钙钛矿电导与温度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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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第三方权威机构美国 Newport 认证书，认证效率为 25.6%，插图为认证效率曲线；B、有无

稳定二次相 PIRC 器件放置的电流-电压曲线；C、有无稳定二次相 PIRC 器件在 85oC 加速老化下的稳

定性。

研究实现了 85
o
C 条件下钙钛矿材料热稳定性大幅度提升，同时钙钛矿材料的离子迁

移势垒提高了 3倍，离子迁移得到有效抑制（图 1C、D）。此外，研究发现通过抑制 PbI2

消除了钙钛矿/PbI2界面的强限域导致的能带变大问题，减小了钙钛矿材料的带隙，扩

展了对太阳光吸收范围。基于获得的高稳定性、光吸收扩展的钙钛矿材料，该团队研制

出认证效率为 25.6%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图 2A），为目前公开发表的单结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世界最高效率。电池器件 1000 小时放置和 85 摄氏度加速老化分别保持初始效率

的 96%和 80%（图 2B、C）。该工作同时实现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高光电转换效率和高

稳定性，为钙钛矿电池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 Inactive (PbI2)2RbCl stabilizes perovskite films

for efficient solar cells 为题，发表在 Science 上。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科院创新交叉团队、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中南大学、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中南大学、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武汉大学等的支持。

来源：SOLARZOOM 光储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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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电镀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极金属化技术，在基体金属表面通过电解方法沉积金属

铜制作铜栅线，收集光伏效应产生的载流子。可以替代现有高银耗量的主流丝网印刷技

术，较为适合应用在 HJT 电池上。为解决电镀铜与透明导电薄膜（TCO）之间的接触与

附着性问题，需先使用 PVD 设备镀一层极薄的铜种子层（100nm），衔接前序的 TCO 和

后序的电镀铜，种子层制备后还需对其进行快速烧结处理，以进一步强化附着力。同时，

铜种子层作为后续电镀铜的势垒层，可防止铜向硅内部扩散。所以，光伏铜电镀难点在

于设备与工艺水平。

降本增效新技术，产业处于导入前期

铜电镀是光伏电池片电极金属化环节的降本增效新技术，替代现有高银耗量的主流

丝网印刷技术，较为适合应用在 HJT 电池上。理想状态下，HJT 铜电镀电池片非硅成本

较银浆丝网印刷低 0.12 元/W，铜栅线使用纯铜导电性强于银浆，线宽、线距尺寸小，

发电效率更高。目前行业处于导入前期，海源复材第一条应用铜电镀工艺的 600MW 异质

结电池量产产线拟于 2022 年 10 月调试，金属化环节设备主要来自苏州捷得宝，东威科

技光伏电镀设备已完成中试。

图形化与铜电镀工艺替代银浆丝网印刷，曝光机与电镀机是核心设备

铜电镀在实现零银耗时需依赖曝光机将铜种子层上感光胶上的图形曝光显影，而后

才能实现在特定图形上进行铜沉积，即镀铜。曝光机与电镀机设备价值量较大，2022

年分别为 5000 万/GW、3000 万/GW，丝网印刷设备约 4000 万/GW，假设 2030 年铜电镀在

N 型电池产能中的渗透率为 24.5%，曝光机与电镀机设备价格下降至 3300 万/GW、2000

万/GW，2030 年其设备市场规模分别为 13.64 亿元、8.19 亿元。

深耕 PCB 领域设备公司技术储备具备率先切入光伏领域条件

曝光机是 PVD 溅射、曝光显影、水平电镀等环节中价值最高的一个设备，芯碁微装

作为国内半导体激光直写光刻设备的龙头厂商，具备供应光伏铜电镀曝光显影环节设备

的技术积淀。东威科技依托垂直连续电镀设备的技术储备，2020 年 8 月立项研发“光伏

电池片金属化 VCP 设备”，目前中试线已经取得完全成功，大量产线已攻克了设备和自

动化技术难关，可实现 6000 片/小时的大产能。先发制人的设备厂商未来可在该细分市

场规模化中享受早期集中型市场的红利。

实质性降本增效，一旦成熟即可腾飞

假设低温银浆价格落在最低极限值 3000 元/kg，对应丝网印刷 HJT 电池片非硅总成

本为 0.20 元/W，依旧比 HJT 铜电镀电池片成本(0.15 元/W)高 0.045 元/W，1GW 可降本

0.45 亿元，相当可观。因此，该技术一旦成熟，我们预计会带来大量新上的铜电镀光伏

电池片产线与旧有技术产线的更新换代，光伏铜电镀未来发展可期，建议密切关注产线

调试、新设与投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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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布局 PET 镀铜与光伏铜电镀的垂直连续电镀设备龙头东威科技，铜电镀解

决方案龙头捷得宝(未上市)，国内量产LDI曝光机的直写光刻设备龙头供应商芯碁微装，

储备铜电镀 PVD 与图形化设备技术的迈为股份，具备铜电镀技术储备的罗博特科。产业

化环节建议关注已有 600MWHJT 铜电镀异质结电池产线投建的海源复材。

风险提示

光伏装机需求不及预期，铜电镀产业化进程不及预期，替换性新技术出现。

应用前景可期

目前降本增效是太阳能电池片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降低银浆成本对于降低电池片

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降低银浆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种，其中铜电镀工艺降本效率

最高。

一是减少银浆的使用量，可通过主栅图形的优化设计以及细栅的细化线等来实现；

二是使用银包铜复合型浆料，即用铜粉替代银浆中的部分银粉，从而降低银粉的使

用量，进而达到降低银浆成本的目的；

三是采用铜电镀工艺，采用“以铜代银”的方式降低电池片中银浆的成本。相较于

其他方式，“以铜代银”能更有效地降低太阳能电池电极材料的成本，因为金属铜的价

格远低于金属银的价格。

目前国内厂商正积极布局铜电镀领域。相较于银栅线，铜栅线可实现 10μm 及以下

的超细线宽，能有效提升转换效率，同时具有低应力、不脱栅和高可靠性等优点。为降

低电池片成本，国内厂商正积极布局铜电镀领域。爱康科技拟通过电镀铜路线、组件端

软连接工艺等技术路径降低电池成本；捷得宝公司致力开发油墨掩膜及水平电镀工艺，

已在台湾实现小批量生产。

此外，三孚新科正积极布局高效单晶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电镀添加剂领域，可以实现

电极材料的“以铜代银”，节省电极材料成本约 70%以上，目前该产品已处于示范推广

阶段。综合来看，“以铜代银”能从根本上解决银浆成本占比过高的问题，目前国内厂

商纷纷入局。随着未来 HJT 的大范围推广，“以铜代银”技术路线的渗透率有望提升，

行业前景广阔。

来源：智通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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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国内光伏主要产品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和玻璃的价格均维持上涨的态势，

具体走势如下图所示。其中：硅料价格从 1月初的 230 元/公斤，到 8月末的 303 元/公

斤，上涨 31.7%；单晶硅片价格涨幅近 30%；单晶 PERC 电池价格涨幅近 20%；单晶 PERC

组件价格涨幅 5%左右；玻璃价格涨幅 10%左右。

一、硅料

图 1 1-8 月硅料价格走势

二、硅片

图 2 1-8 月硅片价格走势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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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池

图 3 1-8 月电池价格走势

四、组件

注：182 与 210 组件的价格重合

图 4 1-8 月组件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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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玻璃

图 5 1-8 月光伏玻璃价格走势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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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晶硅光伏产业强链专班调研产业链重点企业和集聚区

为进一步掌握我省光伏产业发展情况，更好地服务光伏企业，江苏省晶硅光伏强链

专班近期对光伏产业重点集聚区和重点企业进行了调研走访。参加此次调研的有省发改

委高技术处副处长王旭红，省光伏产业协会高级顾问张红升、江苏省科技镇长团晶硅光

伏组组长、高邮市科技镇长团团长蒋玮，副组长、涟水县科技镇长团团长徐勇、省光伏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袁宁一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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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先后调研走访了天合光能、阿特斯、协鑫集团等链主企业。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助理副总裁重点介绍了天合光能发展现状以及在 Topcon 光伏电池领域的创新突

破和技术成果，并对今后五年全球光伏组件需求进行了展望。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国兴介绍了当前 PERC 电池技术、N型 HJT 电池技术、滩涂光伏发电系

统等晶硅光伏产业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方向，相关事业部负责人对阿特斯在智慧能源系

统和光伏电站投资方面的业绩和经验进行了交流发言。在协鑫集团，调研组重点了解了

集团产业布局，以及在低碳低电耗硅材料方面的最新科研和产业化成果。协鑫新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强，协鑫研究院院长张曙光等公司领导参与座谈交流。

同时，调研组通过问卷调查表，对走访的重点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行业未来预期

和当前需要高位协调的难点等事项进行深入了解。此次调研将进一步形成我省晶硅光伏

产业链发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报送主管领导和部门，为今后我省高位规划产业链和

提升产业链发展提供参考资料。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新会员简介——大东时代（深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大东时代（深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供新能源行业数字化方案咨询、技术咨询、

战略咨询，同时拥有自媒体平台-公众号、头条号、雪球号“5G 产业时代”，定期举办

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数字化高层研讨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峰会，MES/WMS/工业大数

据企业领袖峰会等。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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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简介——苏州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用友作为用友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拥有一支 200+人的专业化队伍，在苏州地

区服务近万家客户，覆盖了苏州 50+上市公司，近 70%的制造业公司，推动恒力集团、

澳洋集团、盛虹集团、好孩子等多家龙头企业实现数智化转型。苏州用友致力于为苏州

企业提供优质的数智化服务：

“5G+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案例：2021 年中核苏阀采用用友的“5G+工业互联网

平台+IOT+智能工厂”整体应用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质量数据的自动采集、

全过程的质量追溯，生产计划排产效率提升 60%、产品按期交货率提升至 90%，企业效

益明显提升。

“智转数改之诊断服务”自 2019 年至今，实施苏州市工信局、苏州工业园区、常

熟市智能制造车间诊断项目，累计为近 200 家企业提供企业智能车间（工厂）诊断，同

时有 15%企业进行数智化升级改造。

“垂直医药工业互联网平台落地苏州” 2021 年用友集团在苏州落地用友生物医药

研发创新中心，定位为用友生物医药全国研发总部，打造用友国家级生物医药工业互联

网平台，结合用友近十几年服务超过 50%的中国百强药企经验，联合地方生物医药龙头

企业，共同推动当地生物医药产业链发展。苏州药企典型客户：东曜药业、颐坤生物、

智享生物、吴中医药...

2022 年，在苏州争当全省“智改数转”先行军、争创国家智能制造先行区的行动中，

苏州用友将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的产品和服务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新会员简介——苏州弘道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苏州弘道新材料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在苏州高新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1300 万元，由王同心博士团队控股，江

苏省智能制造基金（疌泉亚威）领衔天使投资，未来规划四期投资，总投资约 2 亿元，

达产后年销售额达 20 亿元。 弘道新材是一家主要从事光伏组件封装用薄膜材料研发、

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光伏背板、弘膜、软玻璃等系列产品。

弘道致力于为光伏组件企业提供高性能、长寿命的封装材料，服务于全球各大光伏组件

企业，为光伏客户提供各种材料解决方案，推动光伏行业的技术进步，为推进绿色能源

高质量发展贡献新材料科技的力量。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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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简介——江苏揽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揽鑫科技坐落于风光秀丽，经济发达的国家文化历史名城—江苏省常熟市，常熟市

简称虞，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得名“常熟”，是全国经济十强县之一。常熟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临近上海、南京、杭州等大中型商业城市，为公司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依托。

揽鑫科技成立于 2017年，注册资金 5000万元，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伏组件用涂

锡焊带生产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内光伏行业涂锡铜带制造商，揽鑫科技以专业

的技术队伍、严谨的质量管理、生产设备，着力于打造高品质光伏产品。公司目前有技

术研发团队人员 12 名，已通过多项专利认证，并顺利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

揽鑫科技依靠坚实的技术创新、过硬的产品的质量、专业的售后、优质的服务和良

好的企业信誉，赢得了包括阿特斯阳光电力有限公司、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丽瀑光

能（常熟）有限公司、湖州中电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VSUN SOLAR、山西华阳集团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等海内外广大客户的认可，得到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和各界专业人士的高度

赞赏。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新会员简介——盐城国投新材料有限公司

盐城国投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投资的高新科

技企业，是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自主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性铜产品加工企业。公司创

建于 2016 年 9 月，项目总投资近 4亿元，占地面积 100 亩，建筑面积 28000 平米，职

工 150 余人，设有党群工作部、行政人事部、财务部、营销管理部、供应部、企业管理

部、生产品控部、安全环保部八个管理部门，营销一部、营销二部两个销售部门，铜杆、

铜丝、铜排并线、焊带一、焊带二、机修六个车间，拥有无氧铜杆、裸铜丝、镀锡丝、

铜排、并线、光伏焊带生产线 60 余条，年生产能力 3.5 万吨。

公司秉承集团“创新创业、卓越恒远”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一流团队、生产一流

产品、提供一流服务，坚持“诚信共赢”的合作理念，已经与天合光能、湖北明诚、常

州船缆、江苏源达、江苏帝一、青岛悠进等近百家光伏组件、电线电缆规模企业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行业内赢得了较好的美誉度，2018--2021 年连续四年销售均超 15

亿元，2022 年预计实现销售 20 亿元，利税 2000 万元。

五年多来，公司致力于铜丝延伸工艺和光伏焊带结构改进工艺的研究，重视技术改

造和科技创新，勠力向高科技含量、精益品质的铜材精加工方向发展。公司已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权威认证；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17 项；2018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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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2020 年通过“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及“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资质认定；2021 年高强度高清洁环保镀锡丝获得

“盐城市专精特新产品”称号，公司获批成为省级四星级上云企业；先后获得集团公司

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十四五期间，我们紧紧围绕集团“引领地方能源与高新科技产业投资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着力进行光伏焊带扩能改造至年产 15000 吨，跻身行业十强，力争十四

五末实现年销售 30 亿元，利税 5000 万元。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新会员简介——厦门建发高科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高科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07 月 06 日注册成立，同年 9 月正式开业运营，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是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153）的全资子公

司，隶属于世界 500 强厦门建发集团。主营业务包括：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

出口（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机械电子设备、实验室设备及耗材等，2021

年营业额近 100 亿元。 厦门建发高科有限公司秉承母公司"专业、高效、优质、诚信"

的服务理念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针对行业中具备竞争力和影响力并有供应链运营服

务需求的企业，围绕企业全品类机电设备供应链各环节提供综合性服务，为企业客户挖

掘供应链运营环节潜在的增值机会。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新会员简介 ——江苏酉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酉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公司

主营光伏支架的生产和销售，主要服务客户为全球最大的光伏跟踪支架企业

NextTracker。产品主要出口美国、加拿大、澳洲及中东国家。公司取得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IATF16949 的认证及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年产值 3.5-4 亿元，拥有 50 余台冲

床，20 余台型材辊压线；2022 年投入四条自动化冲压线，8台机械手臂。中国“十四五”

规划中就重点指出，中国要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作为光伏跟踪支架的配套企业，我们时刻准备着以实现碳中和、跟踪未来的伟大使命！

来源：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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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龙头企业 服务中小企业 提升江苏光伏

地 址：南京市山西路 67号世贸中心大厦 A2座 2203
邮 编：210009
网 址：http://www.jspv.org.cn
E-mail：JSPV@vip.126.com
电 话：025-86612165

关注我们的微信：

http://www.jspv.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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