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五”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

运行动态与“十二五”投资契机研究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编制
www.abaogao.com

http://www.abaogao.com


一、报告报价

《“十一五”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运行动态与“十二五”投资契机研究报告》信息及时

，资料详实，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

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

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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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光伏发电是根据光生伏打效应原理，利用太阳电池将太阳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不论是

独立使用还是并网发电，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由太阳电池板（组件）、控制器和逆变器三大部

分组成，它们主要由电子元器件构成，不涉及机械部件，所以，光伏发电设备极为精炼，可

靠稳定寿命长、安装维护简便。理论上讲，光伏发电技术可以用于任何需要电源的场合，上

至航天器，下至家用电源，大到兆瓦级电站，小到玩具，光伏电源可以无处不在。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于20世纪70年代起步，90年代中期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太阳电池及组件

产量逐年稳步增加。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ldquo;光明工

程&rdquo;先导项目和&ldquo;送电到乡&rdquo;工程等国家项目及世界光伏市场的有力拉动下

，我国光伏发电产业迅猛发展。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不远的将来会占据世界能源消费的重要席位，不但要替代部分常规能

源，而且将成为世界能源供应的主体。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将占到30

％以上，而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也将达到10％以上；到2040年，可再

生能源将占总能耗的50％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总电力的20％以上；到21世纪末，可再

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将占到80％以上，太阳能发电将占到60％以上。这些数字足以显示出太

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前景及其在能源领域重要的战略地位。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运行动态与&ldquo;十二五&rdquo;投资

契机研究报告》根据对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监测统计数据指标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形成的

连续性监测数据，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生产消费的现状、变化及趋势

。本报告以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特征和统计数据的

全面分析，确定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概况和基本特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模型，帮助企

业掌握市场动向，明确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竞争趋势。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

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第一章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国际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利用概况

第一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世界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世界光伏发电产业总体回顾

二、全球太阳能光电产业迅猛发展

三、2008年全球光伏市场发展状况

四、2009年全球光伏产业发展盘点

五、发达国家争相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



六、世界各国对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七、　全球最大太阳能项目将落户撒哈拉

第二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德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德国光伏发电产业政策解析

二、2007年德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状况

三、德国并网光伏系统市场应用及投资情况

四、德国光伏发电强制上网制度实施措施

五、2008年德国进一步巩固在世界光伏产业领先地位

第三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日本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日本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历程

二、日本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概述

三、2009年日本启动新政重整太阳能光伏产业

四、日本积极开发太空太阳能发电技术

第四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美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美国对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扶持政策

二、美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三、2008年美国太阳能发电装机量快速增长

四、未来几年美国光伏发电产业将迅速发展

五、美国欲建&ldquo;千米太阳能塔&rdquo;

六、美国加州拟建设世界最大太阳能发电厂

第五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西班牙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西班牙光伏产业的增长情况

二、西班牙光伏发电地区分布情况

三、2008年西班牙光伏发电市场状况

四、未来西班牙光伏市场预测

第六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其他国家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法国政府大力支持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

二、韩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异军突起

三、印度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正在兴起

四、2008年底全球最大太阳能光伏电站在葡萄牙投用

五、2009年以色列启用全球首个混合动力太阳能热电站



第二章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环境及政策回顾

第一节　2006年中国实体经济及货币信贷环境回顾

一、2006年中国农业发展回顾

二、2006年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回顾

三、2006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回顾

四、2006年中国国内贸易发展回顾

五、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回顾

六、2006年中国交通、邮电和旅游发展回顾

七、2006年中国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回顾

八、2006年中国文化、卫生和体育发展回顾

九、2006年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回顾

十、2006年中国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发展回顾

十一、2006年中国货币信贷环境发展回顾

第二节　2007年中国实体经济及货币信贷环境回顾

一、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回顾

二、2007年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回顾

三、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回顾

四、2007年中国国内贸易发展回顾

五、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回顾

六、2007年中国交通、邮电和旅游发展回顾

七、2007年中国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回顾

八、2007年中国文化、卫生和体育发展回顾

九、2007年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回顾

十、2007年中国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发展回顾

十一、2007年中国货币信贷环境发展回顾

第三节　2008年中国实体经济及货币信贷环境回顾

一、2008年中国农业发展回顾

二、2008年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回顾

三、200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回顾

四、2008年中国国内贸易发展回顾

五、2008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回顾

六、2008年中国交通、邮电和旅游发展回顾



七、2008年中国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回顾

八、2008年中国文化、卫生和体育发展回顾

九、2008年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回顾

十、2008年中国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发展回顾

十一、2008年中国货币信贷环境发展回顾

第四节　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及货币信贷环境回顾

一、2009年中国农业发展回顾

二、2009年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回顾

三、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回顾

四、2009年中国国内贸易发展回顾

五、2009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回顾

六、2009年中国交通、邮电和旅游发展回顾

七、2009年中国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回顾

八、2009年中国文化、卫生和体育发展回顾

九、2009年中国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回顾

十、2009年中国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发展回顾

十一、2009年中国货币信贷环境发展回顾

第五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ldquo;十一五&rdquo;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规划》出台

二、《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公布

三、国家新修订的《节约能源法》4月4日起施行

四、国家财政部发布《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五、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

六、十年来首次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元扩大内需

七、第一大税&mdash;&mdash;增值税转型方案通过

八、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

九、中国人民银行第五次降息、第九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十、&ldquo;重大专项&rdquo;获得通过

第三章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第一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一、中国发展光伏发电的必要性



二、中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回顾

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特点解析

四、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开始步入迅速发展期

五、中国太阳能光电应用技术研发取得重大进展

六、中国将推出太阳能光伏发电固定上网电价

七、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成为主流能源利用形式

八、中国光伏发电需要重点研究示范的领域

第二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金融危机下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

一、金融危机给光伏发电产业带来五方面影响

二、金融危机下光伏发电产业的生存环境变化不大

三、金融危机使光伏发电产业投资回归理性

四、金融危机促使光伏产业提高科技含量

五、金融危机下光伏产业迎来的发展机遇

六、中国光伏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第三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电应用的政策推动

一、2009年3月中国着手实施&ldquo;太阳能屋顶计划&rdquo;

二、太阳能屋顶计划对光伏产业的影响

三、2009年7月中国正式启动金太阳示范工程

第四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风力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结合发展

一、风力发电状况分析

二、风力与太阳能互补发电的主要特点

三、国外风力与太阳能互补发电研究状况

四、中国风力与太阳能光伏互补发电研究状况

五、风力与太阳能光伏互补发电产业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第五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

一、与建筑结合的并网光伏发电简介

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重要意义

三、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成中国建筑节能新热点

四、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研究进展

五、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广尚需闯三关

六、太阳能建筑的技术途径及策略分析



第四章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开发利用分析

第一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概况

一、中国光伏市场的分类

二、中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三、中国光伏市场发展条件逐步走向成熟

四、中国光伏发电市场将大规模启动

五、外资企业目光投向中国光伏市场

六、 开拓国内光伏市场亟待政策扶持

第二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光伏发电应用状况分析

一、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发展概况

二、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步入普及型应用新阶段

三、户用光伏系统市场应用分析

四、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广泛应用的障碍及对策

第三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沙漠大规模光伏发电利用分析及展望

一、沙漠大规模利用光伏发电的可行性分析

二、大规模光伏发电能源基地选择及运行特性

三、2050年电网对大规模光伏发电的适应性

四、极大规模光电外送方案设想及障碍

五、发展中国大规模光伏发电的步骤与建议

第五章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区域格局分析

第一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江苏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江苏光伏发电产业概况

二、江苏加快光伏发电应用步伐

三、2009年江苏率先推出光伏发电固定电价政策

四、扬州市光伏发电产业应用发展现状

五、泰州市推进光伏发电应用发展规划

六、江苏省光伏发电推进规划及措施

第二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青海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青海多方面利用光伏产业优势

二、青海省光伏企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三、2009年中国首座大型太阳能光伏高压并网电站在青海建成



四、青海柴达木盆地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升温

五、青海太阳能光伏产业走向新阶段

第三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江西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江西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二、2009年江西新余被认定为国家光伏基地

三、江西省光伏产业发展规划

四、江西将实施太阳能光伏发电站试点项目

第四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河北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河北积极发展光伏发电产业

二、2007年河北首座光伏发电项目投运

三、河北省积极推进太阳能光伏照明工程

四、2008年河北保定首座太阳能光伏大厦投入使用

第五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宁夏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宁夏攻克光伏发电技术瓶颈

二、2008年宁夏建成首座太阳能光伏高压并网电站

三、2009年6月石嘴山正泰光伏电站项目开建

四、2009年宁夏多个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项目集体开工

第六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云南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云南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二、2008年底中国最大太阳能光伏试验示范电站在云南开建

三、2009年5月国内最大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项目落户云南

四、昆明太阳能屋顶并网发电发展状况

第七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上海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2007年上海兆瓦级太阳能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二、2008年上海临港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三、2009年华电集团上海光伏发电项目前期工作获准启动

四、浦东新区领跑上海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

五、上海市将大力打造完整光伏产业链

第八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甘肃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甘肃敦煌市光伏发电项目列入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

二、2008年底大唐甘肃武威并网光伏示范电站发电

三、甘肃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确定



第九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安徽省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2008年11月安徽首座20千瓦太阳能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二、2009年安徽建首个非晶硅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

三、2009年安徽合肥太阳能光伏电站成功并网发电

第十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其他地区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一、北京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二、海南应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

三、2009年2月海南最大光伏发电装置投入运行

四、2009年30兆瓦光伏建筑一体化电站项目落户湖北黄石

五、浙江义乌建成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六、杭州将制定太阳能屋顶计划

七、　内蒙古将建一批太阳能光伏电站示范项目

第六章&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上市企业竞争力研究

第一节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章&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非上市企业竞争力研究

第一节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宁波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深圳市创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章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世界及中国经济预测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世界经济将逐步恢复增长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将引领全球产业

四、&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跨国投资再趋活跃

五、&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气候变化与能源资源将制约世界经济

六、&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美元地位继续削弱

七、&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大幅提升

第二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将长期趋好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将围绕&ldquo;三个转变&rdquo;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工业产业将全面升级



四、&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以绿色发展战略为基调

第三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预测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劳动力结构预测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贸易形式和利用外资方式预测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自主创新结构预测

四、&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产业体系预测

五、&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产业竞争力预测

六、&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国家化预测

七、&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将面临的贸易障碍预测

八、&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预测

九、&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与城市发展关系预测

十、&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需环境预测

第九章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政策体系预测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重点倾斜内容预测

一、大消费

二、高铁及城轨建设

三、生产性服务

四、战略新兴产业

第二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主要政策预测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进一步劳动力市场政策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进一步充实扩大就业的财税政策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进一步丰富扩大就业的金融政策

四、&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进一步完善扩大就业的社会保障政策

第三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预测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将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将全方位改革综合推进阶段

三、&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

第十章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影响投资因素分析

一、财政预算内资金对全社会融资贡献率的分析



二、信贷资金变动对投资来源变动的贡献率分析

三、外商投资因素对未来投资来源的贡献率分析

四、自筹投资增长对投资来源的贡献率分析

第二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结构失衡

二、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三、资本泡沫过度膨胀

四、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五、通货膨胀风险加剧

六、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未改

第三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

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二、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三、投资的作用将下降

四、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

五、迫切需要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六、劳动力的供给态势将发生转折

第十一章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与财政体制

二、培育多极带动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三、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

四、创新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

五、建立健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

第二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空间无序开发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二、东中西产业互动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落后地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四、财税体制尚需完善

五、区际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

第三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编制全国性的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二、以经济圈为基础重塑国土空间组织框架

三、制定基础产业布局战略规划

四、加紧制定促进区域合作的政策措施

第十二章&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前景与预测

第一节　世界光伏发电产业的未来

一、到2020年太阳能光伏产业将保持高速增长

二、未来光伏发电可成为重要的能源供应来源

三、太阳能光电产业的垂直整合趋势分析

第二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光伏发电产业的前景

一、2011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预测

二、2020年中国光伏发电产业展望

三、中国太阳能产业的未来在西部　

第十三章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投资概况

一、国内太阳能光伏行业面临4万亿投资机会

二、2009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

三、中国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机会

第二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光伏产业的投资特性分析

一、光伏发电的投资特点

二、光伏发电能耗分析

三、光伏发电投资经济性

四、光伏发电的社会效益分析

第三节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投资风险及建议

一、中国光伏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二、光伏产业投资核心技术仍是隐忧

三、光伏发电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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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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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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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风帆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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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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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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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运行动态与&ldquo;十二五&rdquo;投资

契机研究报告》系统全面的调研了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市场宏观环境情况、行业发展情况

、市场供需情况、企业竞争力情况、产品品牌价值情况等，旨在为企业提供专项产品深度市

场信息，为企业投资、经营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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