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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以“共迎双碳新时代，同筑光伏新高地”为
主题的 2022 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暨（滁州）光伏高质量
发展高峰论坛在滁州市开幕。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光伏
行业专家学者、光伏产业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电力设计
机构代表等参加，共话光伏产业发展前景、共助“双碳”战
略目标实施。

此次论坛活动，举行了 2022 年滁州市光伏产业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总投资 1017 亿元的 16 个项目落户滁
州；开展了宏观经济分析、领袖对话、热点焦点问题分析、
全球光伏市场前景分析等主题活动；滁州市人民政府、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合作成立的中国光伏材料创新应用研究
中心及滁州经开区管委会、德国莱茵技术公司合作成立
的光伏测试中心揭牌；旭合科技 10GW 超高效 N 型电池
及组件一期项目在中新苏滁高新区举行开工仪式。

近年来，滁州市聚焦打造“世界光伏之都”，充分运用
市场逻辑、资本力量和平台思维，推深做实产业链“链长
制”，强力“双招双引”，聚力“多链协同”，包括光伏项目在
内的百亿元项目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光伏产业产值将
突破 800 亿元，明年将突破千亿元，光伏产业呈现发展速
度快、重大项目多、产业链条全的良好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滁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总量均居全省第 3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
排名实现“3 个第一、3 个第二”，经济运行评议连续三个季
度位居全省第一。“我们将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动力，更高站位实施‘双碳’战略，更高效率推进‘双招双
引’，更高质量促进‘多链协同’，更高水平打造营商环境，
以‘走在前列、争创一流’的发展业绩回报各方厚爱，以昂
扬状态加快推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滁州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说。

滁州滁州 追追““光光””逐逐““链链””打造打造““世界光伏之都世界光伏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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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晶科新能源公司的生产来安晶科新能源公司的生产

车间内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

位 于 中 新 苏 滁 高位 于 中 新 苏 滁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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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下，滁州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在时代机遇中抢滩光伏产业赛道。几年时间，从无到有，已建立起

一个投资规模大、头部企业多、产业链齐全的光伏产业集群，隆基股份、

晶科能源、福莱特、福斯特、东方日升等光伏巨头纷纷前来布局，构建起

石英砂开采加工、硅片、光伏玻璃、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智能支

架、封装胶膜、储能光伏电站等日趋完整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条。

2021 年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前十的企业中，有 6 家在滁落户。单

体投资超百亿级项目达 12 个。今年 1~10 月份，全市光伏产业产值达

688亿元、同比增长 126%，预计全年产值将突破 800亿元。

抢抓机遇 光伏产业异军突起

11 月 18 日，全球光伏产业龙头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鉴于公司现有电池产能相较于组件产能配比不足以及下游市场

需求旺盛，拟在滁州投资建设年产 10GW 的 N 型高效太阳能电池项

目，预计总投资约 27.57亿元。

两个月前，9 月 21 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GWN

型高效 TOPCon 光伏电池、10GW 光伏切片、10GW 光伏组件”项目签

约仪式在滁州举行，项目于今年 10 月份开工建设，计划在明年 6 月份

投产。

一个个光伏项目扎堆上马，一家家光伏巨擘加注投资，让滁州距离

“世界光伏之都”的产业愿景越来越近。

光伏产业是基于半导体技术和新能源需求而兴起的朝阳产业，近

几年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的一张“新名片”。随着关键技术创新突破、

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光伏发电成本显著降低，市场规模加速扩容，光伏

产业加快发展迎来新一轮机遇。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和全国发展大局，是滁州一直以来的逻辑遵

循。近年来，滁州市抢抓机遇，围绕光伏产业上下游建链、延链、强链、

聚链，坚持顶格推进，充分运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和平台思维，集聚了

一批头部企业，完善了一批关键环节。截至目前，该市已构建起硅片、

光伏玻璃、电池、组件、逆变器、边框等日趋完整的产业链条。全市已招

引亿元以上光伏项目 95 个，总投资 2850 亿元，完成投资近千亿元，主要

产品产能占全省光伏领域半壁江山；其中，光伏电池产能达 22.5GW，

占全省 50%、全国 6%；光伏组件产能达 37GW，占全省 60%、全国 11%；

光伏玻璃产能达 460万吨，占全省 50%、全国 21%。

点沙成金 发挥优势做强产业

在亚玛顿集团凤阳硅谷智能公司的厂房中，经过投料、熔制、压延、

退火、裁剪，一片片剔亮晶透的光伏玻璃原片制作成形，通过流水线被

送往下一个加工环节。“继一期 3 座特种光电玻璃生产线全部点火后，

年产 10GW 太阳能新材料项目的二期项目也已经在日前竣工投产。预

计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以上，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超薄超白特种光电玻璃生产基地。”企业负责人张

全开说。

据介绍，光伏产业链除了产业链上游的硅料、硅棒、硅锭、硅片，产

业链中游的电池、薄膜组件、晶硅组件和产业链下游的逆变器、光伏发

电系统等，还离不开光伏玻璃、胶膜、支架等辅材环节。其中，光伏玻璃

是制造光伏组件不可替代的重要辅材。而光伏玻璃的主要原材料优质

石英砂，在滁州市凤阳县有全国前列的储量贮藏，达百亿吨级。

看中独有的石英砂储量，光伏玻璃巨头福莱特率先来凤阳投资，随

后，亚玛顿、南玻 A 等光伏玻璃头部企业接踵而至，且生产线均趋于满

负荷运转。

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加持，滁州的光伏产业发展之路就此启航，走上

了构建整个光伏产业全链条的发展之路。

2018 年是滁州在新兴光伏产业上迈进的重要时间坐标。这一年，

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单晶硅产品制造商隆基乐叶在滁州投建的年产

13GW 太阳能组件项目投产。隆基项目的落地则更为迅猛地发挥了龙

头“磁吸效应”。全球光伏胶膜产能最大的生产厂家福斯特在滁投资建

设的光伏胶膜及光伏背板项目，光伏行业规模最大的边框供货商永臻

集团，投资建设了一座可年产 18万吨铝边框的现代化生产工厂。

从隆基乐叶的一枝独秀，到全链条比翼齐飞、全行业百花齐放，滁

州整个光伏产业生态已日趋完善。在定远县经济开发区新材料光电产

业园，阳光电源有限公司在滁子公司阳智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新型高效光伏逆变器设备、支架等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已经投产；滁州

经开区内总投资 108 亿元、可年产 24GWh 储能电池的天合光能储能项

目一期工程，计划 12 月份交付厂房，并在年底前完成设备安装。目前，

全市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企业累计达 53 家，其中隆基光伏组件、福

斯特光伏胶膜出货量位居行业首位，福莱特光伏玻璃出货量位居行业

第二位。光伏产业已成为拉动滁州市工业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引擎。

优化环境 链式发展提质增效

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电池研发、制

造、销售和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 6月 30日，该企业 16GW/年

N 型高效电池生产线一期正式投产，在行业内率先实现新一代 N 型电

池大规模量产。“今年 2 月 8 日签约，2 月 15 日开工，中间只过了 7 天，一

期项目仅用 140 天便完成了从开工到投产的全过程。目前，一期项目

已经全面达产，二期项目计划年底投产。”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能够实现

当季签约、当季开工、半年达产的惊人速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滁州市

委、市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和帮扶。

在敏锐捕捉到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后，滁州市将光伏产业摆在全市

八大产业链“领军”位置，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顶层

顶格推进，瞄定光伏行业的战新产能和行业龙头，梳理招引目标清单、

组建专业招商队伍、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打造专业园区平台、完善跟踪

服务机制，科学利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择优择强引进产业链上下游及

配套企业，从高处谋划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坚持以服务招商，该市聚力打造亲且清的“亭满意”营商环境，定期

召开专班组光伏产业链链长会、企业家早餐会、营商环境调度会，累计

外出考察、接待光伏行业客商 100 批次 600 多人，与 400 多家全国光伏

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先后调研、调度光伏项目建设 100 余

次，帮助光伏企业及时解决了一批制约项目签约、开工、投产、运营等各

环节问题 200余个。

依托丰富优质的矿藏资源品位，滁州市坚持让市场逻辑发挥能效，

优化资源配置路径，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完善了光伏玻璃、

封装胶膜、TPT 背板材料等配套环境，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链。

该市坚持引育并举，用“龙头+配套”模式完善光伏产业链生态，并通过

规模化生产和完善供应配套，打造稳定可靠供应链，有效降低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管理成本和创新成本。福莱特在滁州的基地，光伏玻璃生产

成本约为行业平均的 80%，隆基等企业也认可滁州基地生产成本较企

业其他区域工厂要低。同时，该市立足地区光伏产业优势和未来能源

趋势，通过政企联动、提质增效、平台搭建，推动新能源集中开发、高效

接网，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目前，全市光伏电站

装机总容量近 130万千瓦。

光伏产业投资体量大，离不开资本的支撑。为了让光伏企业在滁

发展有底气、有后劲，滁州市组织企业开展资本市场业务培训，出台奖

补政策，大力支持本地光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建立光伏产业“政、银、

保、企”共商共建平台，创新“主办行+链主企业+链属企业”的“一链一

行多企”批量对接模式。截至目前，全市银行业为光伏企业授信额度

90亿元，24个企业获得贷款 45亿元。

注重创新 人才推动技术领先

今年 3 月，晶科滁州基地顺利实现 Tiger Neo 系列组件量产交付，

并将逐步达产、满产。这款去年 11 月才推出的新品 N 型光伏组件，具

备高电池转换效率、高发电量、低衰减率、低温度系数、高双面率、弱光

表现优等优势，使得整个电站的发电量有极大提升，同时更可节约电

费；凤阳瞩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机器全部为国产，核心技术握在自

己手里，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永臻集团位于中新苏

滁高新区的生产基地，产线自动化率 90%以上，一条生产线上的工人比

其他地区的基地老生产线少三分之二……

坚持技术引领、创新发展，滁州市光伏制造业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

已全球领先。隆基太阳能单晶 perc 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4.06%，异质结

电池转化效率达到 26.3%，均为世界最高纪录；晶科 N 型单晶硅单结电

池效率达到 25.4%，刷新了世界纪录；东方日升将异质结组件功率最高

世界纪录提升了 160W 以上，超大尺寸组件功率超 700W，为规模化生

产和产业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坚持创新驱动，滁州市采取政策引导、资金奖补等方式，积极推

动大学大院大所合作，培育建设了一批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

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高水平技术创新平台，聚焦产业链重点领

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及“卡脖子”技术突破，破除发展瓶

颈。同时，坚持招才引智，大力招引行业紧缺人才，以高端人才带动

创新突破。去年以来，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近百人，设立光伏领

域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家、市级博士创新工作站 7 家，建成各类

创新研发平台 7 个，与上海交大合作成立贝克勒尔光伏研究院等一批

研究机构。

坚持平台思维，按照“专项—工程—基地—集群”集聚发展思路，全

市建成以滁州经开区、凤阳经开区为“双核”，其他县（市、区）协同发展

的产业承接大平台，其中滁州经开区光伏产业基地获批省“三重一创”

新一代单晶高效光伏组件重大新兴产业工程。新组建光伏行业协会，

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人才引进、技术创新、标准制定、产业规划编制

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夯实产业基础。该市还撬动社会资本力量，成功

组建总规模 100 亿元的国调战新基金和 15 亿元的皖能碳中和产业并购

基金，累计设立产业类基金 42 只。2021 年新增光伏 A 股上市企业 1 家、

重点培育拟上市光伏企业 4家。

去年底，2021 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暨（滁州）光伏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在滁州市成功举办，总投资超 600 亿元的 8 个项目集中签约。今

年，2022 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再次在滁举办，将为该市建设“世界光

伏之都”的目标带来新的增长点。

以光为马，追“光”逐“链”，滁州正一步一个脚印，跟随“光”的脉搏，

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迈进，让“世界光伏之都”实至名归。

小岗村美丽乡村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小岗村美丽乡村综合智慧能源项目。。

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

高峰论坛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