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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新能源

2015 年光伏产业观察（二）
美国重审双反税率，欲将组件惩罚税率下降至 17.5%
行业周报
◆价格动态跟踪及趋势预测：
本周 Solarzoom 统计数据出现大幅下跌，
多晶硅一举跌破 21USD/Kg，
主要原因是 2014 年小抢装已经过去，而且西部地区已经进入严冬，施工
安装难度较大，现在开工已经基本停止，对于组件的需求下降，导致产品
价格下降。而多晶硅价格快速下跌，除国内需求下降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与美国、韩国突击进口有关，二则是国内产能将在今年逐步投产，2015
年国内需求不明确的情况下，厂商有去库存回笼资金的诉求。
目前韩国 OCI 的进口多晶硅价格（不含税 19USD/kg）依旧低于国
产多晶硅料，未来 3-4 月主要以消化进口多晶硅为主，保利协鑫 2.5 万吨
的流化床产能将于 2015 年全面投产，届时产能将达到 9 万吨左右，15 年
底国内产能预计达到 22 万吨，基本等于 2014 年需求（预计 22 万吨），
基于此我们预计多晶硅在 2015 年 4-6 月份将会有一波上涨，但到年底将
会达到平稳。【数据请见同期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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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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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国家发改委、中央编办：一律不得将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作为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
点评：此举将缩短光伏电站发电的时间，提高速度，但效果不会特别
明显。文件中间特别指出“电网接入意见”不作为前置条件，这意味着在
“大路条”前不再需要电网接入意见。但是如果需要并网，无论是地面电
站或者是分布式，均最终需要电网配合，接入电网。而且 2014 年以来电
网接入意见并不是最难获得的文件，所以提高开发效率的效果可能不会很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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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国大陆太阳能电池企业所需缴纳的关税有望减半。通过重审
2012 年的“旧双反”进口关税，美国商务部建议将适用于多数大陆太阳
光电生产商的反补贴和反倾销关税，整体税率应由 31% 降至 17.5% 左
右。
点评：美国市场是一个市场化强，成熟度高的市场，预计每年装机量
将达到 6-7GW，属于一个较大市场。根据媒体预测，此次宣判结果将于
2015 年 5 月份宣布，届时将有利于国内组件重新抢占美国市场。按照
0.5USD/W 的成本计算，按照 15%的毛利率计算，加上 30%的惩罚性关税
其价格将达到 0.75USD/W，而 17.5%的惩罚性关税将促使其成本降至
0.68USD/W，而韩国产品 2014 年 1 季度价格为 0.77USD/W，日本、美
产品则为 0.83USD/W。
我们更加看重这个背后的含义，即中美贸易争端可能已经和解，未来
ITC 的终判将有利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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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格动态跟踪及趋势预测
目前提供价格资讯的主流机构是 Solarzoom 和 PVinsights，二者各有特
点。PVinsights 更能反映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变化，而 Solarzoom 更能反映国
内市场的价格变化趋势。在光伏组件资讯提供方面 Solarzoom 将晶硅组件按
照单晶组件和多晶组件进行统计，而 PVinsights 则是按照薄膜组件和晶硅组
件来分。
图 1：光伏产业链最新一周价格汇总
最新一期数据

2015-01-07

PVinsights
组件
（USD/W）
电池片
（USD/W)

2015-01-08
周环比（WoW）

Solarzoom

周环比（WoW）

晶硅组件

0.617

-0.162%

单晶组件

0.671

-0.170%

薄膜组件

0.637

-0.157%

多晶组件

0.587

-0.149%

电池片

0.319

-0.313%

0.382

-1.546%

0.316

-0.940%

1.117

-2.103%

0.886

-1.336%

20.66

-3.368%

硅片
（USD/片）

单晶硅片
156*156mm
多晶硅片
156*156mm

多晶硅
（USD/Kg）

光伏级多晶硅

1.160

-0.258%

0.872

-0.115%

19.200

-0.415%

单晶电池片
156*156mm
多晶电池片
156*156mm
单晶硅片
156*156mm
多晶硅片
156*156mm
国产多晶硅料
（一级料）

资料来源：PVinsights Solarzoom Wind

2、产业动态跟踪
事件：国家发改委、中央编办：一律不得将企业经营自主
权事项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烟草局、国家能源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
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4〕59 号）要求，
对于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
条件，并要求 2014 年底前公布取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全面深化
投资体制改革，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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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
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

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政府仅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
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
等“外部性”方面进行核准。对外商投资项目，还要从市场准入、资金
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核准。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
品技术方案等“内部性”条件，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项目核
准机关不得干预企业投资自主权，不得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作
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

二、取消范围

下列事项一律不再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

（一）银行贷款承诺；

（二）融资意向书；

（三）资金信用证明；

（四）股东出资承诺；

（五）其他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

（六）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

（七）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意见；

（八）电网接入意见；

（九）接入系统设计评审意见；

（十）铁路专用线接轨意见；

（十一）原材料运输协议；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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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燃料运输协议；

（十三）供水协议；

（十四）与相关企业签署的副产品资源综合利用意向协议；

（十五）与相关供应商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等；

（十六）与合作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协议、框架协议（中外合资、合
作项目除外）；

（十七）通过企业间协商和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协议、承诺、合同等事
项；

（十八）其他属于企业经营自主决策范围的事项。。

三、工作要求

（一）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作
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外，项目核准机关一律不得将其他事项作为项目
核准的前置条件。

（二）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
权的事项及内容作为项目申请报告的前置条件。企业在项目申报过程中，
有权拒绝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作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要求。

（三）项目申请报告中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相关内容，仅供项目核准
机关在核准过程中了解，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以“内部性”条件否决企业
的项目申请。

（四）相关制度规定、通知及办事指南等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规
定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相关条款一律无效，制定部门应及时清理调
整。同时，新制定的制度规定、通知及办事指南等，一律不得将属于企
业经营自主权事项规定为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否则，相关条款一律无
效。

四、上述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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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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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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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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2012-05-11
2013-08-22
2013-09-08
2013-11-11
2013-11-27
2013-12-18
2014-01-12
2014-01-19
2014-02-12
2014-09-09

增持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增持

买入—

增持—

减持—

卖出—

中性—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
明确的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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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