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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

中国和美国都是能源大国，同

样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而光伏发

电作为清洁能源的代表，是中美贸

易摩擦中双方关注的重点。近年

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猛，美国

开始持续打压我国的光伏产品，

在 2011年、2014年两次发起“双

反”调查并征税，2017年、2018年

又先后启动“201”及“301”调查对

自我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加征关

税。光伏产业是我国为数不多能

在世界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的产

业，在国家能源战略中发挥重要

作用，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

景下，分析我国光伏产品的出口

情况，研究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应当采

取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一、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

的贸易保护措施

（一）发起两次“双反”调查，多

次挑起贸易摩擦

2011年起，美国开始针对我

国的光伏产业实施贸易保护措

施，发起“双反”调查并征税。2011

年 10月，美国对我国太阳能电池

发起“双反”调查，涉及我国 75家

光伏企业。2012年 10月，美国商

务部最终裁决，对自我国进口的

太阳能电池征收为期五年的“双

反”关税。2014年后，我国光伏产

业逐渐复苏，美国却再次对我国

光伏产业发起“双反”调查，此次

调查涉及我国的 200 余家光伏企

业，涵盖的产品种类更多、金额更

大。2014年底，美国商务部作出终

裁，再次认定我国出口美国的光伏

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倾销和补贴行

为，并对涉案厂商征收“双反”关

税。

2017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ITC）应美国太阳能公司 Suni-

va申请，开始对全球光伏产品发

起“201”调查。当年 9月，ITC认定

进口光伏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

成严重损害。2018年 1月，美国总

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采

取为期 4年的全球保障措施。针

对太阳能电池，美国给各国设定

了 2.5GW 免税配额，对配额外进

口的太阳能电池和其他所有光伏

产品，第一年征收 30%关税，此后

三年税率递减为 25%、20%、15%。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全面

升级，根据“201”调查的结果，我

国的光伏产品无意外的出现在美

国第一批加征关税的价值约 500

亿美元商品清单里，加征税率

25%。虽然此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发布了两批豁免产品清单，光

伏双面组件等部分光伏产品可以

免除此前加征的“201”关税，但我

国输美光伏产品的税收成本仍居

高不下。

（二）贸易保护作茧自缚，难阻

中国光伏出口

自 2011 年以来，我国光伏出

口不仅遭到美国的连续阻击，也

被欧盟及其他国家跟风制裁，但

中国光伏产业却越挫越勇，全球

市场占率从 2010年的 40%上升至

2018年的 70%以上。2018年，我国

光伏产品对美出口额下降超过

90%，基本陷于停滞；但我国光伏

产品出口总额 161 亿美元，达近

年来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11%。在

光伏产品中，硅片、太阳能电池受

价格下跌影响，出口量增价减；光

伏组件量价双升，占全球市场的

比例由 72%升至 81%。

2018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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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分析了中美 30 多个行业的

创新表现，认为光伏产业是我国

唯一一个全面领先于美国的产

业，评分为满分。虽然美国的贸易

保护措施有效的抑制了我国光伏

产品对美出口，但限制不了我国

光伏产品出口整体的上升趋势，

更阻止不了我国光伏产业的蓬勃

发展。反观美国，这些贸易保护政

策，尤其是关税壁垒，并没有保护

好本国的光伏产业，其光伏产能

逐年下降，光伏企业也相继破产

或外移。

二、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优势

（一）产业链成熟，产能全球

领先

光伏电池分为晶体硅电池、

聚光电池和薄膜电池等三类。晶

体硅电池在光伏电池的国际市场

份额中占绝对优势，在我国更是

几乎占据全部市场。以晶体硅电

池为例，光伏产业链包括硅料、硅

片、电池片、组件、应用系统等 5

个环节。上游为硅料和硅片环节；

中游为电池片和组件环节；下游

为电站等应用系统环节。2015年

我国光伏总产能就已经达到世界

第一，不仅如此，从上游的硅料、

硅片生产，中游的电池片、组件制

造，到下游电站的建设安装、发电

运营，我国在光伏产业链各环节

的产能都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

2018 年我国多晶硅产量 44.5 万

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61%；硅料产

量 152 万吨，占比 84%；电池片产

能 113.2GW，占比 78%；组件产能

132.2GW，占比 71%。

（二）国内市场广阔，新兴国

际市场可观

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对清洁

能源需求量大，光伏产业市场发

展前景广阔。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国家能源局在 2018年 5月 31

日联合发布《关于 2018年光伏发

电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531”

新政），国内光伏补贴大规模收

缩。尽管如此，2018年我国光伏市

场仍然保持了强劲增长，新增装

机容量 45GW，占全球新增装机容

量的 42.9%。与此同时，印度、美

国 和 欧 盟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仅

10.8GW、10.6GW和 8.3GW。从累计

装机容量看，截止 2018年底，我

国累计装机容量达 176.1GW，几乎

相当于欧盟 （115GW） 和美国

（62.2GW）两大市场累计装机容量

的总和。自我国实施“531”新政以

来，国产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刺激了海外市场光伏装机需求的

上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国

家成为了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新的

增长点。

（三）产业集群崛起，技术成

本优势明显

在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我国

已形成龙头企业为引领，上下游配

套企业齐备的世界级光伏产业集

群。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引进、学习

并开发新技术，不断改进生产工

艺，生产中遇到的技术瓶颈得以快

速突破。以黑硅技术和 PERC电池

技术为例，目前我国生产的普通

结构单、多晶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分别达 20.2%和 18.6%，高效电池

达 21.3%和 19.2%，居世界领先地

位。随着我国光伏产业集群的扩

大和技术进步，光伏产品成本不

断下降，极具国际竞争力。

三、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

光伏产业的隐患

（一）国际规则参与较少，知识

产权保护不力

我国光伏企业是在欧美等发

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基础上发展壮

大的。虽然我国英利集团曾主持、

参与制定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的

国际标准，但是目前光伏产品中

的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绝大多数

仍源于欧美国家。从我国光伏产

品出口的企业结构上来看，民营

企业是主力军。相对于大型国企，

我国的民营企业原创性研发投入

较低，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国际标

准制定与修订的意愿较弱。此外，

我国部分民营光伏企业喜欢“拿来

主义”，并不完全是由于企业缺乏

科技创新能力和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与修订的实力，而是由于国内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力度不

够。企业遭受侵权时，相关职能部

门不能及时有效的提供保护措施。

企业自身的保护意识也不强，遭遇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时，首先想到的

是企业双方协商解决，诉诸司法诉

讼或者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意愿

不强。

（二）产能扩张过快，产业结构

有待优化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的产能利

用率仅能达到 70%左右，与国际标

准 80%的合理利用率有一定差距。

我国光伏行业产能过剩有一定历

史原因，随着“531”新政的实施，光

伏发电补贴持续下降，国内光伏的

需求增长逐步放缓，超额产能的释

放导致我国光伏行业面临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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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过剩、低价恶性竞争、企业开工

不足等困境，严重影响我国光伏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光伏产业链

中的组件和太阳能电池片已经供

过于求，一些企业还在扩充产能，

且西部部分地区弃光限电问题比

较突出，2018 年全国光伏发电弃

光率约为 3%，新疆自治区（不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弃光电量 21.4

亿 kW·h，弃光率达 16%，甘肃省弃

光电量 10.3 亿 kW·h，弃光率为

10%。产能过剩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的重要表现之一，我国光伏产业面

临持续创新能力偏弱、产品同质化

严重等问题，光伏产业的部分技术

结构和产品结构存在问题，产业链

里中、下游产品的占比过高，产业

信息化、智能化及先进光电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有待深入发展。

（三）关键设备依赖进口，企业

盈利能力不足

光伏专用设备制造业是光伏

产业的基础和支柱，贯穿于整条

光伏产业链，但我国在高效电池

的研发设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

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

大差距。美国和德国依然在设备

制造业占据领先地位，国内基本

上还处于跟随状态。我国生产

PERC、N型单晶双面电池、黑硅等

所需的关键设备仍依赖进口，严

重影响我国光伏产业的抗风险能

力。2018年我国光伏设备元器件

制造的利润总额为 121 亿元，较

2017 年的 214 亿元下降 43.5%。

2018年我国光伏设备元器件制造

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为 2.8%，远

低于同时期我国工业平均成本费

用利润率 6.1%。由于企业的盈利

能力不足，为保护和扶持光伏产业

发展，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以补贴

措施为主的一系列政策，补贴手段

单一且主要针对终端产品，针对光

伏产业技术研发的补贴较少，而针

对终端产品的补贴往往具有一定

滞后性，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扶持

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对策建议

（一）鼓励企业参修国际标准，

建立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对于主动参加国际规则、标准

制定或修订的企业，相关主管关门

应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提供各种便利，选取典型企业树成

标杆，为我国在光伏行业争取更多

的国际话语权。充分发挥我国在光

伏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的带

动作用，让他们在专业领域内的权

威和威望，转化为对相关领域国际

规则、标准的影响，逐步扩大我国

企业在光伏行业国际规则、标准方

面的影响力。根据 WTO的贸易争端

解决机制，一旦美国发起针对我国

光伏等产品的贸易摩擦，我国必须

应诉，因此建立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尤为关键。由相关高校或科研院

所，在商务部通报的基础上，定期

搜集并整理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等

的新闻或研报，向光伏企业定期通

报，让企业了解最新的国际动向，

随时做好应对贸易摩擦的准备，及

时调整经营策略。

（二）加大研发支持力度，引导

企业科学生产

结合中央的各项减税降费举

措，对于开展光伏关键设备制造和

关键技术研发的企业，试点税收激

励政策，运用税收优惠来减轻企业

资金的周转压力。考虑计提研发风

险准备金，按照光伏企业收入比例

来提取，在税前予以扣除；光伏企

业使用的高端科研仪器设备实施

加速折旧和进口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对科研人员转让技术的个人

所得税实施减免。鼓励支持我国光

伏企业积极创新，开发前沿高端技

术，增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长远

来看不仅对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有积极效果，还能有效降低外国贸

易壁垒对我国光伏产业的影响。要

充分发挥海关、商务部门和行业协

会的数据优势、信息优势，为光伏

企业建立产业全链条信息咨询服

务平台，为企业投资、生产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引导光伏产业有序竞

争、理性发展，提升我国光伏企业

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

（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

略，支持企业走出去

为应对美国的“双反”制裁和

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相关主管部门

可以通过前期指导、资金和政策支

持，鼓励企业“走出去”。建立以光

伏投资基金为基础的投融资服务

系统，加大对国内光伏企业跨国合

作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通过

跨国并购、设立合资企业等方式，

与国外生产关键设备、持有关键技

术的生产企业展开强强联合。“一

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亚洲国家与中

国西北自然条件类似，可以鼓励一

些条件成熟的企业直接赴海外投

资兴建光伏电站。加快光伏产业参

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将光伏

全产业链纳入“一带一路”合作的

重点项目，保持对各国产业政策的

关注，引导企业在稳定传统市场的

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降低光

伏企业的海外运营成本，并注意避

免新的贸易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