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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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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2.3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2.4 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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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5 东方电气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产品应用领域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6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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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3）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2.7 阳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8 卡姆丹克太阳能系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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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2.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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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链中下游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3.1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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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3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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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4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5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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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6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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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7 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8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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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9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能情况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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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10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11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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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应用案例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12 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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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13 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分析

（5）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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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14 创益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15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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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16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经营策略调整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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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 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产业链布局

（4）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发展规划与动向分析

7.3.18 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总体经营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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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与技术水平

（4）企业产品应用案例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动向分析

 

第8章：中国光伏发电投资分析

8.1 光伏发电产业效益分析

8.1.1 光伏发电产业经济效益分析

（1）与其他发电成本对比分析

（2）光伏发电应用的经济使用范围分析

8.1.2 光伏发电产业社会效益分析

8.2 光伏发电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8.2.1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有利因素分析

8.2.2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不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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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光伏发电的投资特性分析

8.3.1 光伏发电的壁垒分析

（1）进入壁垒分析

（2）退出壁垒分析

8.3.2 光伏发电盈利模式分析

8.3.3 光伏发电产业盈利因素分析

8.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8.4.1 光伏发电产业政策风险分析

8.4.2 光伏发电产业技术风险分析

8.4.3 光伏发电产业供求风险分析

8.4.4 光伏发电产业经济风险分析

8.4.5 光伏发电产业汇率风险分析

8.5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8.5.1 光伏发电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8.5.2 光伏发电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8.5.3关于光伏发电产业投资建议

 

                             39 / 41



 

图表目录：

图表1：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链

图表2：光伏发电产业微笑曲线

图表3：晶体硅硅片、电池和组件的成本构成分析（单位：美元/W）

图表4：晶体硅组件（不含电池）的成本构成分析（单位：%）

图表5：2009-2016年全球多晶硅产能规模（单位：万吨）

图表6：2009-2016年中国多晶硅产能规模（单位：万吨）

图表7：2009-2016年全球多晶硅产量规模（单位：万吨）

图表8：2009-2016年中国多晶硅产量规模（单位：万吨）

图表9：2009-2016年全球多晶硅市场需求（单位：万吨）

图表10：2009-2016年年中国多晶硅市场需求（单位：万吨）

图表11：2009-2016年我国多晶硅进口数量汇总（单位：万吨）

图表12：2011-2016年我国多晶硅进口金额汇总（单位：万美元）

图表13：2016年我国多晶硅进口主要国家进口数量情况（单位：吨）

图表14：2016年我国进口多晶硅主要国家进口价格情况（单位：美元/千
克）

图表15：2011-2016年我国多晶硅出口数量情况（单位：吨）

图表16：2011-2016年我国多晶硅出口金额情况（单位：万美元）

                             40 / 41



 

图表17：2016年我国出口多晶硅主要出口地区数量占比（单位：%）

图表18：2009年以来全球主要多晶硅生产商产能情况（单位：吨）

图表19：2016年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产能和产量（单位：吨）

图表20：2016年国内各企业多晶硅产量占比情况（单位：%）

图表21：2014-2016年多晶硅均价走势（单位：元/吨）

图表22：2016年全球部分硅片生产企业产能情况（单位：MW）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本文链接：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8-02-05/12777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1 / 41

http://www.hjbaogao.com.cn
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8-02-05/127773.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