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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新能源利用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介绍了新能源利用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新能源利用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新能源

利用行业的现状、中国新能源利用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新能源利用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新能源利用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能源利用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新能源利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国际新能源利用行业概况

 　　1.1 全球新能源利用发展环境分析

　　　　1.1.1 世界能源消费现状调研

　　　　1.1.2 世界能源消费趋势预测分析

　　1.2 国际新能源利用现状调研

　　　　1.2.1 主要类别新能源现状调研

　　　　1.2.1 .1太阳能

　　　　1.2.1 .2生物质能

　　　　1.2.1 .3风电

　　　　1.2.1 .4水电

　　　　1.2.1 .5地热能

　　　　1.2.1 .6海洋能

　　　　1.2.2 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现状及特点

　　　　1.2.3 全球新能源利用潜力分析

　　1.3 全球新能源的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1.3.1 各国政府都积极推动新能源发展

　　　　1.3.2 趋势预测

　　1.4 全球新能源投资前景预测

 第二章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2.2 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2.2.1 新能源行业的定义

　　　　2.2.2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2.3 我国新能源重点发展领域介绍



　　　　2.3.1 水电

　　　　2.3.2 生物质能

　　　　2.3.3 风电

　　　　2.3.4 太阳能

　　　　2.3.5 其它可再生能源

　　　　2.3.6 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 

第三章 太阳能行业发展研究

 　　3.1 国际太阳能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

　　　　3.1.1 国际太阳能产业现状调研

　　　　3.1.2 国际太阳能产业市场供需分析调查与预测分析

　　　　3.1.3 国际太阳能产业发展前列国家发展概况分析

　　　　3.1.3 .1德国

　　　　3.1.3 .2日本

　　　　3.1.3 .3美国

　　3.2 我国太阳能产业现状调研

　　　　3.2.1 我国的太阳能资源状况分析

　　　　　　4 -2020年太阳能工业发展预测分析

　　3.3 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研究

　　　　3.3.1 太阳能电池产品及分类

　　　　3.3.2 全球太阳能电池的发展现状调研

　　　　3.3.3 我国太阳能电池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3.4 国际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3.4.1 国际光伏发电的历史

　　　　3.4.2 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量

　　　　3.4.3 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分析

　　3.5 我国光伏产业现状发展研究

　　　　3.5.1 我国光伏产业现状调研

　　　　3.5.2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容量

　　　　3.5.3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外资进入状况分析

　　　　3.5.4 我国光伏产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3.5.4 .1原材料依赖进口

　　　　3.5.4 .2加工利润走低，产品依赖出口



　　　　3.5.4 .3上网电价过高

　　　　3.5.4 .4发展建议

　　3.6 太阳能热发电利用概况分析

　　　　3.6.1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现状调研

　　　　3.6.2 国际太阳能热发电动态

　　3.7 太阳能热水器市场调研

　　　　3.7.1 太阳能热水器生产技术分析

　　　　3.7.2 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表现

　　　　3.7.3 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规模

　　　　3.7.4 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企业分析

　　3.8 太阳能采暖利用状况分析

　　　　3.8.1 投入成本过大，政府主要推导

　　　　3.8.2 自然条件存在局限性

　　　　3.8.3 投资周期长，期待政府政策扶持

　　3.9 太阳能产业政策分析

　　　　3.9.1 国外鼓励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政策

　　　　3.9.1 .1美国

　　　　3.9.1 .2德国

　　　　3.9.1 .3日本

　　　　3.9.2 我国的太阳能产业政策

　　　　　　太阳能产业投融资分析

　　　　　　.1 融资分析

　　　　　　.2 投资前景

　　　　　　.2.1 技术风险

　　　　　　.2.2 品质风险

　　　　　　.2.3 经营风险 

第四章 我国风能利用研究

 　　4.1 风能利用综述

 　　4.2 全球风电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4.2.1 世界风电市场发展现状调研

　　　　4.2.2 全球风电市场区域发展状况分析

　　　　4.2.2 .1北美



　　　　4.2.2 .2欧洲

　　　　4.2.2 .3亚洲

　　　　4.2.2 .4非洲和中东国家

　　　　4.2.2 .5拉美及太平洋地区

　　　　4.2.3 世界风电趋势预测

　　4.3 国际海上风电发展分析

　　　　4.3.1 世界海上风电发展趋势预测

　　　　4.3.2 主要国家海上风电发展

　　　　4.3.3 海上风电存在的问题

　　4.4 我国风电市场发展概况分析

　　　　4.4.1 我国风电装机容量状况分析

　　　　4.4.2 我国风电发电量状况分析

　　　　4.4.3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走势与趋势预测

　　　　4.4.4 传统能源企业进军海上风电项目状况分析

　　　　4.4.5 风电上网电价情况分析

　　4.5 风电设备制造市场调研

　　　　4.5.1 全球风机五大供应商发展概况

　　　　4.5.1 .1 VEstas vestas

　　　　4.5.1 .2 gamesa

　　　　4.5.1 .3 enercon

　　　　4.5.1 .4 ge wind

　　　　4.5.1 .5西门子

　　　　4.5.2 我国风电设备市场概况

　　　　4.5.2 .1市场份额的分布状况分析

　　　　4.5.2 .2市场容量分析

　　　　4.5.3 风电设备技术现状调研

　　　　4.5.4 风电设备重点企业分析

　　　　4.5.4 .1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4 .2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4.5.4 .5东方汽轮机厂

　　　　4.5.4 .其它整机6生产企业及零部件生 产企业概况

　　　　4.5.5 国内外风电设备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5.6 我国风电产业扶持政策与发展规划研究

　　　　5.6.1 国家扶持风电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5.6.1 .1《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和实施

　　　　5.6.1 .2风电特许权

　　　　5.6.1 .3国产化率的要求

　　　　5.6.1 .4风电全额上网

　　　　5.6.1 .5财税扶持

　　　　5.6.2 国家扶持风电发展政策建议

　　　　5.6.3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规划

　　3.7 风电产业投资分析

　　　　3.7.1 投资机会分析

　　　　3.7.2 投资前景分析

　　　　3.7.2 .1行业竞争风险

　　　　3.7.2 .2政策风险

　　　　3.7.2 .3技术及外资进入的风险 

第五章 小水电行业发展研究

 　　5.1 小水电行业介绍

　　　　5.1.1 小水电行业定义

　　　　5.1.2 小水电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5.1.3 行业特征

　　5.2 国际小水电发展状况分析

 　　5.3 我国小水电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5.4 小水电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分析

　　　　5.4.1 鼓励产业发展的政策

　　　　5.4.2 税收政策

　　　　5.4.2 .1税收优惠政策

　　　　5.4.2 .2关于小水电增值税是否真正惠及企业的分析

　　　　5.4.3 国家小水电发展新投资机遇

　　5.5 小水电行业重点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5.5.1 韶能股份

　　　　5.5.1 .1公司简介

　　　　5.5.1 .2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5.5.1 .3公司在小水电领域的投资前景及规划

　　　　5.5.2 岷江水电（600131）

　　　　5.5.2 .1公司简介

　　　　5.5.2 .2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分析

　　　　5.5.2 .3公司的扩张策略

　　　　5.5.3 西昌电力（600505）

　　　　5.5.3 .1公司简介

　　　　5.5.3 .2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5.5.3 .3公司发展规划

　　5.6 小水电行业融投资分析

　　　　5.6.1 小水电融资渠道分析

　　　　5.6.1 .1股份制合作

　　　　5.6.1 .2政府支持

　　　　5.6.1 .3自身积累

　　　　5.6.1 .4银行贷款

　　　　5.6.2 民间资本投资小水电的风险

　　　　5.6.2 .1水源风险

　　　　5.6.2 .2投入销售市场的风险

　　　　5.6.2 .3政策风险

　　　　5.6.2 .4其它需考虑到的风险 

第六章 核能的利用状况分析

 　　6.1 国际核能利用状况分析

　　　　6.1.1 世界核电发展现状调研

　　　　6.1.2 世界各国核电运行状况分析

　　　　6.1.3 世界核电发展规划

　　　　6.1.4 世界主要国家核能发电鼓励政策

　　　　6.1.4 .1美国

　　　　6.1.4 .2法国

　　　　6.1.4 .3日本

　　　　6.1.4 .4俄罗斯

　　　　6.1.5 国际核电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5.2 我国核电利用状况分析



　　　　5.2.1 核电发展现状调研

　　　　5.2.2 核电设备制造领域的发展现状调研

　　　　5.2.3 我国核能利用存在的问题

　　5.3 我国核电重点企业分析

　　　　5.3.1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5.3.2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5.3.3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5.4 我国重点核电站建设及运行状况分析

　　　　5.4.1 大亚湾核电站

　　　　5.4.1 .1建设概况

　　　　5.4.1 .2发展现状分析

　　　　5.4.2 岭澳核电站

　　　　5.4.3 秦山核电站

　　　　5.4.4 阳江核电站

　　　　5.4.5 田湾核电站

　　　　5.4.5 .1概况介绍

　　　　5.4.5 .2电站扩建工程发展规划

　　5.5 我国核电产业政策及规划研究

　　　　5.5.1 我国核电的发展需政策扶持  

　　　　5.5.2 核电产业发展规划

　　　　5.5.2 .1目标

　　　　5.5.2 .2投资总量及融资规划

　　　　5.5.3 主要省份的核电发展规划

　　5.6 核电产业投资机会及风险

　　　　5.6.1 沿海地区迎来新的投资发展机遇

　　　　5.6.2 银行信贷投资机会分析

　　　　5.6.3 投资前景分析 

第七章 生物质能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7.1 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分析

　　　　7.1.1 国际利用生物质能的方法

　　　　7.1.2 全球生物质能的利用潜力

　　7.2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分析



　　　　7.2.1 我国发展物质能的意义及政府态度

　　　　7.2.2 我国生物质能技术现状分析

　　7.3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途径分析

　　　　7.3.1 生物质固体燃料的发展模式

　　　　7.3.2 油菜籽&mdash;&mdash;生物柴油模式

　　　　7.3.3 纤维素&mdash;&mdash;乙醇模式

　　　　7.3.4 能源作物&mdash;&mdash;生物液体燃料模式。

　　　　7.3.5 林木生物质&mdash;&mdash;生物柴油发展模式

　　7.4 我国生物质能利用现状调研

　　　　7.4.1 农业生物质能产业现状调研

　　　　7.4.2 生物柴油市场发展回顾

　　　　7.4.2 .1国企巨头开始涉足生物柴油

　　　　7.4.2 .2 bd100标准发布并推荐施行

　　　　7.4.2 .3生物柴油会议召开

　　　　7.4.2 .4发展非粮生物能源

　　　　7.4.2 .5能源法发布实施

　　　　7.4.3 我国燃料乙醇的发展概况

　　　　7.4.3 .1行业格局及产量状况分析

　　　　7.4.3 .2我国大型集团在生物燃料乙醇方面的发展

　　　　7.4.3 .3国家鼓励和限制政策及规划

　　　　7.4.4 我国生物质能发电发展概况

　　　　7.4.4 .1生物发电装机容量

　　　　7.4.4 .2生物发电的价值分析

　　　　7.4.4 .3生物发电带来的投资机会

　　　　7.4.4 .4我国生物发电存在的问题

　　7.5 生物质能利用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分析

　　　　7.5.1 国家出台的财税扶持政策

　　　　7.5.1 .1建立风险基金制度、实施弹性亏损补贴

　　　　7.5.1 .2原料基地补助

　　　　7.5.1 .3项目示范补助

　　　　7.5.1 .4实行税收优惠

　　　　7.5.2 生物质发电行业存在的政策瓶颈



　　　　7.5.3 国家生物质能发展规划 

第八章 海洋能产业发展概况

 　　8.1 海洋能产业介绍

　　　　8.1.1 海洋能的特点

　　　　8.1.2 海洋能的主要能量形式

　　8.2 国际海洋能利用概况

　　　　8.2.1 世界海洋能的趋势预测

　　　　8.2.2 世界主要国家利用海洋能的动态

　　　　8.2.2 .1日本

　　　　8.2.2 .2美国

　　　　8.2.2 .3英国

　　8.3 我国海洋能利用现状调研

　　　　8.3.1 海洋能开发现状调研

　　　　8.3.2 海洋能利用前景 

第九章 垃圾能的利用情况分析

 　　9.1 国际垃圾发电的利用现状调研

　　　　9.1.1 德国

　　　　9.1.2 法国

　　　　9.1.3 美国

　　9.2 我国垃圾发电产业发展概况

　　　　9.2.1 我国垃圾发电区域分布状况分析

　　　　9.2.2 我国垃圾发电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9.2.2 .1行业进入门槛低引发竞争混乱

　　　　9.2.2 .2引发的二次污染令人担忧

　　　　9.2.2 .3垃圾处理收费政策不到位，补贴费标准不明确

　　9.3 我国垃圾发电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9.4 我国垃圾发电重要企业运行情况分析

　　　　9.4.1 泰达股份

　　　　9.4.2 杭州锦江集团

　　9.5 垃圾发电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

　　　　9.5.1 税收政策

　　　　9.5.2 补贴政策



　　　　9.5.3 我国垃圾发电亟需国家政策支持

　　　　9.5.3 .1产业结构政策要进一步强化

　　　　9.5.3 .2技术政策亟待规范完善

　　　　9.5.3 .3政府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环保指标要不断与国际接轨 

第十章 地热的利用状况分析

 　　10.1 地热利用介绍

　　　　10.1.1 地热的定义

　　　　10.1.2 地热的利用方式

　　　　10.1.2 .1地热发电

　　　　10.1.2 .2地热供暖

　　　　10.1.2 .3地热务农

　　　　10.1.2 .4地热行医

　　10.2 国际地热利用概况

　　　　10.2.1 历史概况

　　　　10.2.2 发展现状调研

　　10.3 我国地热能利用概况分析

　　　　10.3.1 我国的地热资源及分布

　　　　10.3.2 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调研

　　　　10.3.2 .1地热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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