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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报告

2022年07月21日

2022 年 H1 光伏新增装机量同比+137.4%，光
伏电池+组件出口金额同比+95.4%
——2022 年 H1 光伏新增装机量暨电池+组件出口数
据点评

事件

7月 18日，海关总署发布 6月出口主要商品量值表。2022年 H1太
阳能电池片共计出口 464万吨，同比+64.8%；共计出口 1531.91亿元，
同比+95.4%。其中，6月太阳能电池片共计出口 89万吨，同比+74.8%，

环比+4.7%；共计出口 301.11亿元，同比+104.9%，环比+8.4%。

7月 1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年 H1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
至 6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4亿千瓦，同比+8.1%，其中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约 3.4亿千瓦，同比+25.8%。2022年 H1光伏新增装机量
30.88GW，同比+137.4%，其中，6 月光伏新增装机量 7.17GW，同比

+131.3%，环比+5.0%。2022年 H1全国主要太阳能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
成投资 631亿元，同比+283.6%；水电/火电/核电/风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

投 资 分 别 为 354/347/230/567 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25.4%/+71.8%/+1.9%/-31.4%。

7月 20日，工信部发布 2022年 H1中国光伏产业运行情况。根据行
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2022年H1全国多晶硅产量约36.5
万吨，同比+53.4%；全国硅片产量约 152.8GW，同比+45.5%；全国晶硅
电池产量约 135.5GW，同比+46.6%；全国晶硅组件产量约 123.6GW，同
比+54.1%。2022 年 H1 组件出口量达 78.6GW，同比增长 74.3%；光伏

产品出口总额约 25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3.1%。

点评

国内方面，6月光伏新增装机量高达 7.17GW，同比+131.3%，环比

+5.0%。从产业链主要环节产量来看，各环节均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产
量同比增幅均达到 45%以上，为持续扩大的装机需求奠定了基础。从发
电装机累计容量来看，截至 6月底，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为 3.4亿千瓦，

同比+25.8%；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装机总容量分别为 4.0/13.0/0.6/3.4亿
千瓦，分别同比+5.9%/+2.9%/+6.5%/+17.2%，光伏装机总容量增速居各

发电种类之首。从新增装机容量来看，2022 年 H1 光伏新增装机量为
30.88GW，同比+137.4%；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9.41/13.20/2.28/12.94GW，分别同比+15.9%/-24.8%/+0.4%/+19.4%。单月
来看，6 月光伏新增装机量为 7.17GW，同比+131.3%，环比+5.0%，国

内光伏新增装机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完成投资额来看，主要光伏发
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额 631亿元，同比+283.6%，光伏企业电源工
程完成投资额及增速均居各种类发电企业之首。以上数据均印证了光伏

行业维持高景气度，在当前经济背景下，风光大基地建设将成为稳增长

的重要手段，集中式电站需求有望景气上行。

海外方面，6月光伏电池+组件出口 301.11亿元，同比+104.9%，环

比+8.4%，创单月出口金额历史新高。从出口量和出口值来看，2022年
H1共计出口 464万吨，同比+64.8%，出口金额高达 1531.91亿元，同比
+95.4%。单月来看，6月电池+组件共计出口 89万吨，同比+74.8%，环

比+4.7%，出口金额高达 301.11亿元，同比+104.9%，环比+8.4%，出口
金额创单月历史新高。从出口均价来看，与 2022年 H1国内电池/组件环

节价格涨幅有限的形势相比，海外市场具有更高的价格接受度，2022年
H1光伏电池+组件的出口值增速高于出口量增速，实现了量价齐升。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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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看，我们认为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下，海外装机需求将持续高景气，

同时海外市场具有更高的价格接受度，2022年 H2中国的光伏电池和组
件出口值有望维持高增长。

投资建议

相关标的：1）供需格局紧俏，盈利能力有望延续高位硅料龙头通威
股份、大全能源、协鑫科技；2）组件一体化龙头隆基绿能、天合光能、
晶澳科技；3）受益于光伏+储能双轮驱动逆变器龙头阳光电源、锦浪科
技、固德威；4）受益于双玻组件渗透率提升光伏玻璃双寡头福莱特、信
义光能；5）受制于原材料供应瓶颈，供需格局较紧俏 EVA胶膜龙头福
斯特、海优新材；6）受益于分布式光伏占比提升的正泰电器、晶科科技。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疫情发展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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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 2017 年 7
月 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东亚前海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 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

送的研报其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

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

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

和准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东亚前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

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段小虎，东亚前海证券新兴产业组首席与电新组首席，兼任海外首席。研究所助理总经理/执行董事。复旦

大学与巴黎第一大学硕士。曾获 2017年新财富第 2名，水晶球奖第 4名，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第 4名；2018
年新财富第 4名，2018年Wind金牌分析师第 3名。

投资评级说明

东亚前海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基本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持平。

回避：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

东亚前海证券公司评级体系：强烈推荐、推荐、中性、回避

强烈推荐：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推荐：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5%－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变动幅度介于-5%－5%。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 未来 6－12个月，预计该公司股价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跌幅在 5%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

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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