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光伏产业链供应论坛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7月 24日 9:00-17:00 

会议地点：北京万寿宾馆 A座多功能厅 

时间 演讲主题 主讲人 

主持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刘译阳 副秘书长 

9:00-12:30 

领导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王勃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多晶硅市场供应现状与成本价格分析 
多晶硅材料制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严大洲  主任 

多晶铸锭、类单晶、单晶拉棒、切片成本及市场供

应现状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大尺寸硅片应用优势与挑战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晶 PERC 电池效率提升路径及未来成本竞争性分

析 
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 

MWT电池技术发展现状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凤鸣  总裁 

嘉宾对话： 

主持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革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 

 

对话环节一： 

1、 新产能释放，硅料供应竞争在进口料与国产料、高电价产能与低电价产能之间将如何演

变？ 

2、 从铸锭/拉棒投料成本的角度，如何看待硅料品质和供应价格（菜花料、致密料、回收

料、颗粒料）。 

3、 单晶、准单晶、多晶硅片未来将是怎样的竞争格局？合理的价格差是多少？ 

4、 N型硅片供应现状及未来的市场空间如何？  

5、 企业扩产的逻辑是什么？从设备研发的角度如何评价硅片的市场格局？ 

 

对话嘉宾: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万跃鹏   CTO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王体虎  总经理 

镇江荣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唐 骏  总裁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石 刚 副总裁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对话环节二： 

1、 大尺寸硅片的市场发展趋势与竞争性如何？大范围推广还面临哪些挑战？ 



2、 目前铸锭单晶硅片产品的优势是什么？在光伏应用端大规模导入的问题有哪些？ 

3、 PECR电池产能将突破 70GW，普通多晶电池技术的市场空间还有多少？多晶 PERC能否挽

回局面？单晶光衰问题的解决途径是什么？ 

4、 N-PERT、HIT电池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何？PERC 之后的技术路线怎么选择？对应的设备国

产化如何推进？ 

对话嘉宾：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宋登元  首席技术官 

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邢国强  技术副总裁 

晋能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杨立友  总经理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何达能  副总经理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时俊 总经理 

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   

12:30-13:30 自助午餐 

主持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刘译阳 副秘书长 

13:30-17:00 

嘉宾对话： 

主持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姚 遥  新能源与电力设备首席分析师 

 

对话环节（一）： 

1、 如何评价拼片、叠瓦、半片技术（谁将成为主流，是否有专利壁垒）？ 

2、 新型组件应用技术对封装材料的要求（PVDF、PVF或非氟背板、封装胶膜等如何选择）？  

3、 平价上网项目中选用普通组件或高效组件的场景是什么？高效组件的市场供应情况预

期？ 

4、 双面双玻组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及问题？玻璃背板与（聚酯）透明背板可靠性对比分

析？  

5、 平价项目中跟踪系统的选择情景和存在的问题？ 

对话嘉宾： 

国家电投集团光伏产业创新中心  庞秀岚  副总经理 

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  李 栋  组件业务部总经理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陈洪野  首席技术官 

国家太阳能光伏质检中心  恽 旻  光伏业务技术负责人，博士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赛拉弗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对话环节（二）： 

1、 平价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阻碍？ 

2、 全面竞价/平价时代，组件、逆变器、支架等设备选型，和之前相比会怎样的变化？双

面双玻、跟踪系统、1500V等技术将在平价项目中发挥怎样的优势？ 

3、 平价项目在设备选型、系统设计、工程施工中主要的质量风险有哪些？ 

4、 分布式占比增大、分布更为分散，在相对更激烈的组串逆变器市场竞争中，企业如何保

证优质的售后服务？  

5、 电站资产交易中的主要瓶颈有哪些？ 

对话嘉宾：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纪振双  副主任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应用研究所  于金辉  所长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黄海燕  副总裁 

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张利霞  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 

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 

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周期光伏格局推演、政策和发展趋势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

展中心 

陶  冶  副主任 

光伏协会标准对标达标及用户端推广目录第一批名

单发布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孙文龙 主任委员 

高效组件技术路线现状与发展趋势探讨 组件企业 

光伏产业链供需情况与价格分析和预测 PV InfoLink 林嫣容 分析师  

平价上网项目中的逆变器选型方案及成本分析 逆变器企业 

平价上网项目中设备选型与 LCOE 优化设计 
上海电力设计院  冯云岗  新能源部

副总经理 

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光伏背板选型及成本分析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光伏行业 2019年上半年发展回顾与下半年形势 

展望研讨会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7月 25日 9:00-17:00        会议地点：北京万寿宾馆 A座多功能厅 

时间 演讲主题 主讲人 

9:00-12:00 

相关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领导（拟邀）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领导（拟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 

领导（拟邀）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领导（拟邀）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领导（拟邀）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情况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王勃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光伏发电竞价、平价项目政策实施情况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徐国新 副处长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政策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李振杰 博士 

泛在电力物联网展望（待定） 
国家电网发展策划部能源处 

娄奇鹤  处长（拟邀） 

户用分布式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陆  川  总裁 

全球光伏市场发展情况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彭博新能源财经 

刘雨菁  分析师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7:00 

光伏发电“十四五”规划畅想（待定）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王斯成  研究员 

光伏发电政策形势及平价上网路径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时璟丽  研究员 

光伏发电消纳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 

李琼慧  所长  

海外光伏项目开发投资经验分享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李斯胜  新能源部总经理 

光伏产品国际贸易情况介绍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光伏专委会 

张  森  秘书长 

晶硅电池技术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何达能  副总经理 



多晶硅市场发展情况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马海天  副秘书长 

逆变器市场发展情况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陆荷峰  市场总监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投资成本分析 

——2019年上半年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

院资源与总图设计所 

惠  星  所长 

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