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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水力发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水力发

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力发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力发电行业的现状、中国水力

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力发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水力发电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力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力发电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水力发电，指通过建设水电站将水能转换成电能的生产活动。水力发电利用江河水流从高

处流到低处的落差所具备的位能做功，推动水轮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为了有效利用天

然水能，需要人工修筑能集中水流落差和调节流量的水工建筑物，如大坝、引水管涵等。因

此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水力发电效率高，发电成本低，机组启动快，调节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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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中国水力发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我国

水电发电量近十年产量数据统计，2018年同比增长3.04%。

    2017年，水电行业总产值实现3032.10亿元，占全国GDP的0.37%。随着资源约束日益加剧，

人口不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水电行业的发展对工业农业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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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14.0个百分比。2017年1-12月中国水力发电量为10818.8亿千瓦时，累计增长3.4%。

 根据2017年发电量数据来看，我国水利发电主要集中在西南、华中、西北、华南四个地区，

其中西南地区发电4277亿千瓦小时，占比47%；华中地区1810亿千瓦小时，占比20%；西

北1097亿千瓦小时，占比12%；华南894亿千瓦小时，占比10%。

 2017年水电行业发电量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预计未来水电市场投资规模将持续增加。同时由于西南地区独特的水利资源，未来仍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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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运用BOT方式进行水力发电项目融资的优势分析

 四、水力发电开发引入BOT融资方式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民间资本投资小水力发电的风险分析

 一、电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及带来的风险

 二、水源风险

 三、电量估算风险

 四、政策风险

 五、咨询服务风险

 六、工期、质量风险

 七、收购已建工程的风险

 八、运行管理风险



 第三节 2018年水力发电投资情况分析

 一、2018年水力发电资源投资价值分析

 二、2018年水力发电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三、2018年火电交易性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 水力发电投融资形势分析

 一、水力发电投融资发展现状

 二、2019-2025年水力发电投融资空间巨大 

 三、2019-2025年水力发电投资规模趋势分析

 四、2019-2025年水力发电融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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