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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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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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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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章 水力发电行业概述

 

    　　第一节 水力发电行业定义及特点

 

    　　　　一、水力发电的定义

    　　　　二、小水电的定义

    　　　　三、水力发电厂的类型及特点

    　　第二节 水力发电的特点分析

 

    　　　　一、小水电特点

    　　　　二、农村水力发电特点

    　　　　三、引水混合式水力发电特点

   

  第二章 中国水能资源概况

 

    　　第一节 中国水能资源储量与分布



 

    　　　　一、中国水能资源概况

    　　　　二、水能资源储量及分布特点

    　　　　三、水能资源在能源资源中的地位

    　　　　四、中国水力发电资源的开发优势

    　　第二节 中国水能资源市场评估

 

    　　　　一、中国水能资源及分布特点

    　　　　二、中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三、实行股份制以促进水力发电产业发展

    　　第三节 中国水力发电开发利用情况分析

 

    　　　　一、水力发电开发与环境保护

    　　　　二、中国水力发电能源开发利用成效

     　　　　三、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开发不能满足能源消费需求

    　　　　四、2019年政策支持水力发电资源开发

    　　　　五、水力发电开发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优先地位

   

  第二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第三章 2015-2019年世界水力发电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世界水力发电开发情况分析

 

    　　　　一、世界水资源远景展望

    　　　　二、世界开发水力发电状况分析

    　　　　三、2019年水力发电开发是国际社会主流共识

    　　第二节 2015-2019年发展中国家水力发电开发情况分析

 

    　　　　一、需要加快水力发电开发的原因

    　　　　二、解决水力发电开发与运营风险的策略

    　　　　三、水力发电开发的前景



    　　第三节 2015-2019年部分国家水力发电发展情况分析

 

    　　　　一、俄罗斯水力发电发展状况分析

    　　　　二、挪威水力发电发展状况分析

    　　　　三、越南水力发电发展预测分析

   

  第四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水力发电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地位

 

    　　　　一、水力发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源

    　　　　二、中国能源未来重点应发展水力发电

    　　　　三、绿色水力发电将生态影响降至最低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及加大开发力度的建议

 

    　　　　一、水能资源的定位和开发的趋势分析

    　　　　二、水能资源开发的规划分析

    　　　　三、开发和环保的关系分析

    　　　　四、移民搬迁安置问题分析

    　　　　五、工程设计和大坝安全问题分析

    　　　　六、水力发电工程项目管理问题分析

    　　　　七、水能开发多重功能投资分摊和管理问题分析

    　　　　八、水力发电的税收政策和电价问题分析

    　　　　九、流域梯级电站的管理问题分析

    　　　　十、水力发电开发与电网协调发展的问题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小水力发电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小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二、2019年小水力发电成中国电力供应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5-2019年全国水力发电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5-2019年水力发电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9年全国水力发电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9年水力发电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中国水力发电产量增长性分析

 

    　　　　一、产量增长

    　　　　二、集中度变化

   

  第六章 2015-2019年中国重要河流水能资源及利用情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长江流域

 

    　　　　一、长江流域能源资源概况

    　　　　二、长江流域能源行业前景调研

    　　　　三、2019年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开发情况分析

    　　　　四、2019年合理规划优化长江流域水力发电开发

    　　　　五、2019-2025年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河流

 

    　　　　一、雅砻江的水力发电开发

    　　　　二、大渡河的水力发电开发

    　　　　三、金沙江水力发电开发的地位

    　　第三节 中国黄河流域

 

    　　　　一、黄河上游水能资源开发概况

    　　　　二、2019年黄河流域最大水力发电站投入运营

    　　　　三、年黄河流域最大水力发电站将竣工



     　　第四节 中国珠江流域

 

    　　　　一、珠江流域水能资源及开发分析

    　　　　二、珠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现状和开发程度

    　　　　三、珠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预测分析

   

  第七章 2015-2019年中国电力产业政策对水力发电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水力发电环境保护状况与对策

 

    　　　　一、中国水力发电开发状况与环境管理

    　　　　二、水力发电开发暴露出的主要环境问题

    　　　　三、中国水力发电建设环境保护的措施

    　　第二节 中国建立绿色水力发电认证制度的探讨

 

    　　　　一、国外绿色水力发电认证的概述

    　　　　二、中国开展绿色水力发电认证的必要性和基础条件

    　　　　三、中国建立绿色水力发电认证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ldquo;十三五&rdquo;电力行业发展规划

 

    　　　　一、&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二、&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的主要任务

    　　　　三、&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四、中国电力工业变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八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上网价格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电价改革分析

 

    　　　　一、2019年大陆水力发电价格分析

    　　　　二、2019年水力发电价格改革分析

    　　　　三、2019年水力发电调价情况分析



    　　　　四、&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中国将全面推进电价改革

    　　第二节 水力发电上网电价研究

 

    　　　　一、水力发电上网背景研究

    　　　　二、现行上网电价的问题

    　　　　三、水力发电电价政策制定的目标、原则及思路

    　　　　四、两部制电价和分时电价对水力发电特性的反映

    　　　　五、水力发电两部制上网电价方案设计

    　　　　六、水力发电上网发展建议

    　　第三节 &ldquo;十三五&rdquo;电价改革走势预测分析

 

    　　　　一、&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电价改革思路不变

    　　　　二、&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电价改革适逢机遇期

    　　　　三、&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电价改革重心在输配电价

    　　　　四、&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电价分析

   

  第九章 2015-2019年重点区域水力发电产业分析

 

    　　　　2017年1-12月中国水力发电量统计显示，2017年12月中国水力发电量达到735.9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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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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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仍将成为水电投资的重点，发电占比有望继续提升。

    　　第一节 四川省

 

    　　　　一、四川省水力发电开发的作用及政策

    　　　　二、四川省小水力发电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三、四川水力发电产业装机预测分析



    　　　　四、&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四川省优先发展水力发电

    　　第二节 贵州省

 

    　　　　一、透过雪灾看贵州农村水力发电的发展

    　　　　二、2019年贵州省中小型水力发电站开发预测分析

    　　　　三、2019年贵州省将&ldquo;建&rdquo;两座三峡电站

    　　第三节 云南省

 

    　　　　一、云南省水力发电资源开发状况分析

    　　　　二、云南水力发电开发分析

    　　　　三、2019年云南省水力发电投资状况分析

    　　　　四、2019年云南省中小水力发电发展目标预测分析

    　　第四节 湖南省

 

    　　　　一、湖南省中小水力发电发展概况

    　　　　二、湖南小水力发电的价格机制与改革趋势预测分析

    　　　　三、&ldquo;十三五&rdquo;湖南省农村水力发电规划

     　　第五节 辽宁省

 

    　　　　一、辽宁农村水力发电的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9年辽宁省水力发电价格改革状况分析

    　　第六节 其他省（区）

 

    　　　　一、广西农村水力发电资源开发概况

    　　　　二、河南省农村水力发电建设情况分析

    　　　　三、二零零八-2018年西藏进入水力发电建设高峰期

   

  第三部分 行业技术及设备分析

 

    第十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技术发展进展分析

 

    　　第一节 水力发电技术发展现状调研



 

    　　　　一、中国农村水力发电站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二、中国&ldquo;十三五&rdquo;的重大技术倾斜水力发电

    　　　　三、&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坝工和水力发电机组技术发展展望

    　　第二节 数字化水力发电站的实现思路与投资前景研究

 

    　　　　一、数字化水力发电站建设的意义

    　　　　二、数字化水力发电站建设的内涵

    　　　　三、电力市场环境下数字化水力发电站的投资前景研究

    　　第三节 中国农村水力发电站自动化分析

 

    　　　　一、数字化水力发电站建设的意义

    　　　　二、数字化水力发电站建设的内涵

    　　　　三、电力市场环境下数字化水力发电站的投资前景研究

   

  第十一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设备产业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水力发电设备制造业的现状与展望

 

    　　　　一、水力发电设备发展概况

    　　　　二、水力发电市场需求与预测分析

    　　　　三、设计制造技术发展状况分析

    　　　　四、机遇与挑战

    　　第二节 中国水力发电设备行业调研

 

    　　　　一、中国电力设备的运行情况分析

    　　　　二、2019年水力发电设备行业升级情况分析

    　　　　三、水力发电设备制造业市场现状分析

    　　　　四、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设备行业发展机组重点

   

  第四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十二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水力发电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水力发电产业竞争力分析

    　　　　二、2019年中小型水力发电站竞争情况分析

    　　　　三、2019年水力发电巨头博弈环保力量

    　　　　四、2015-2019年水力发电产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节 电力改革新方案后的竞争格局分析

 

    　　　　一、大重组大整合不可避免

    　　　　二、电源点争夺伴随发电资产重组

    　　　　三、低成本公司优势大

    　　　　四、中小企业面临抉择

    　　　　五、外资并购节 奏加快

    　　第三节 未来中国水力发电建设投资前景研究

 

    　　　　一、保障水力发电企业投资效益的策略

    　　　　二、建立有效竞争的水力发电开发模式的策略

    　　　　三、水力发电融资结构的优化组合的策略

   

  第十三章 2015-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重点企业竞争性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节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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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二滩水力发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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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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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国电大渡河公司龚嘴水力发电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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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国投云南大朝山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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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六节 贵州乌江水力发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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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 新疆巴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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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八节 云南华能漫湾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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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九节 湖北清江水力发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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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节 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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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部分 行业行业前景调研、趋势及投资分析

 

    第十四章 2019-2025年中国水力发电产业趋势预测及战略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水力发电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中国水力发电趋势预测分析

    　　　　二、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发电量预测分析

    　　　　三、2019-2025年中国水力发电开发蓄能电站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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