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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 年中国发电设备行业研究报告 

完成日期：2012 年 12 月 ——本报告 100%已完成 

 

报告简介： 

价格：6500元/套(含电子版、彩色纸制版本以及发票) 

规格：PDF 格式电子版、A4大小彩色印刷纸质版本 

主要图表：25个 报告页数：80 页 

 

研究方法与数据：本报告根据竞争情报学的理论，运用统计学、产业经济学和市场调查的研究方法，组织行业内专家撰

写。全部数据采集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行业协会等权威部门，数据截止到 2012年 12月。 

 

销售电话：010-86453172、86453173（北京 全国客户服务中心） 

电子邮件/MSN:cccic@hotmail.com 总部电话：0755-26873472（深圳） 

在线客服(点击进入)：腾讯 QQ 在线咨询 或者 微软 MSN在线咨询   

 

报告目录(目录每一行后面的数字为页码) 

第一章 行业概览 

  

 第二章 行业运行状况 

   一、电力设备制造业供求情况 

     （一）总体产销：行业运行逐步企稳，总供求环比增速开始回升  

     （二）产品产量：发电设备产量降幅扩大，而大部分输变电设备产量持续增长 

     （三）价格：生产成本下降、低价竞争激烈，大部分子行业价格出现下降 

   二、电力设备制造业进出口情况 

     （一）贸易总额：进出口总额增速总体继续下降，但企稳回升迹象已初步显现 

     （二）进口：行业进口额降幅有所收窄，进口逐渐企稳 

     （三）出口：外需持续低迷，行业出口额增速有所回落 

   三、电力设备制造业投资情况 

   四、电力设备制造业经营情况  

     （一）收入：受需求增速放缓和价格下降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逐月下滑 

     （二）利润：行业利润总额降幅虽有所收窄，但盈利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 

     （三）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额持续增长，亏损面逐月降低 

  

 第三章 政策解读 

   一、《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 

   二、《“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三、《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四、《关于开展燃煤电厂综合升级改造工作的通知》 

   五、《关于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的通知》 

  

http://wpa.qq.com/msgrd?V=1&Uin=1643506835&site=qq&Menu=yes
http://settings.messenger.live.com/Conversation/IMMe.aspx?invitee=a92e2bc9a714a990@apps.messenger.live.com&mk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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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热点研究 

   一、光伏十二五规划再调整 装机容量目标增长近一倍 

   二、我国核电市场规模或达上万亿元人民币 

   三、发改委：智能电网以及改造类项目或将重点审批  

   四、我国智能电网建设亟待提速 须深化国际合作 

   五、中国能建获得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项目合同 

  

 第五章 上市公司 

   一、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三、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五、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六、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八、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九、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十、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图表目录 

 表 2012年 1～12 月全国电工电器行业产销情况（累计） 

 表 2012年～12 月电工电器行业主要细分行业产销增速对比 

 表 2011年～2012 年～12月发电设备产量增速（累计，%） 

 表 电工电器行业 2012 年 12 月主要产品产量情况 

 表 2011-2012 年 1～12 月电工电器行业盈利能力指标 

 表 2011-2012 年 1～12 月电工电器行业偿债能力指标 

 表 2011-2012 年 1～12 月电工电器行业发展能力指标 

 表 2011年-2012年 1～12 月全国电工电器行业亏损情况分析 

 表 2012年 1～12 月中国电工电器产品进出口情况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供、需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 1～12 月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发电机组月累计产量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水轮发电机组和电站水轮机月累计产量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汽轮发电机和电站用汽轮机月累计产量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风力发电机组月累计产量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站锅炉月累计产量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主要输变电产品月累计产量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和钢铁行业价格指数 

 图表 2012 年 3季度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分小类行业月价格指数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月进出口总额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月度进口额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月度出口额及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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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月累计利润总额同比增速 

 图表 2012 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月累计亏损额和亏损面 

 图表 2012 年 1～12 月沪深股市排名前十位房地产上市公司主要经营指标 

 图表 2012 年 1～12 月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益 

 图表 2012 年 1～12 月电力设备制造业关键指标 

 

（以上仅为简单目录，欲了解包含页码的详尽目录和摘录，请与我们联系。另外，如需要在以上内容之外新增调研内容，

我公司亦可订做，订做费用根据内容多少定价，一般不会超过报告原价，内容较少免费，完成订做项目的时间一般为

3-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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