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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水力发电机组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介绍了水力发电机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力发电机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力发电

机组行业的现状、中国水力发电机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力发电机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水力发电机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力发电机组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力发电机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水力发电是再生能源，对环境冲击较小。除可提供廉价电力外，  还有下列之优点：控制洪

水泛滥、提供灌溉用水、改善河流航运，有关工程同时改善该地区的交通、电力供应和经济

，特别可以发展旅游业及水产养殖。美国田纳西河的综合发展计划，是首个大型的水利工程

，带动整体的经济发展。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水力发电机组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表明：2016年我国水力发电量达10518.4亿千瓦时，累计增长5.9%。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

年7月                               水力发电量_当期值(亿千瓦时)             650.5             803.6             925.1            

952.2             1106.2             1236.5                               水力发电量_累计值(亿千瓦时)             10518.4            

9840.4             9036.6             8108             7157.4             6049.2                               水力发电量_同比增长(%) 

           -3.7             3.3             -7.6             -11.4             5.5             12.7                               水力发电量_累计增

长(%)             5.9             6.4             6.7             8.6             1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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