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要点： 

 德国统计 12 月疯狂装机 3GW，全年约为 7.5GW 超过 2010 年创新高 

 单月装机量远超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缓解了对欧债危机的恐惧

 德国市场稳定有助于稳定光伏产品价格，但上涨也缺乏动力 
 

报告摘要： 

 德国网络监管机构 BnetzA 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国在 12 月份

新增光伏装机就超过了 3GW，全年新增安装量超过 2010 年创出

7.5GW 的历史新高。此前 11 个月，德国新增光伏安装量的统计数据

仅有 4.5～5GW，与 2010 年的 7.4GW 新增装机量有很大差距，远远低

于市场预期，却最后一个月疯狂爆发，创造了 3GW 的单月装机天量。

 德国新增装机超预期，缓解了市场对欧债危机导致的光伏需

求大幅萎缩的恐惧情绪，短期对光伏公司是一剂强心针，中

概光伏板块昨夜一天暴涨近 30%。光伏板块在去年 9月份以后，

跌幅超过大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担忧欧债危机造成欧元国家缩

减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对光伏补贴的力度，造成欧洲主要光伏市场

需求量出现萎缩，对光伏行业造成致命打击。但从此次德国的统计

数据来看，欧债危机对德国光伏市场的影响低于市场预期，虽然导

致了需求增长放缓，但是还没有到造成萎缩的程度，在短期内无疑

极大的提振了市场的信心，稳定了投资者的情绪。 

 德国市场需求量稳定将有助于稳定光伏组件价格，但上涨的动力也不

大。全球最大光伏市场德国的需求量稳定，有助于组件市场价格稳定。

组件价格经过 9 至 11 月急速下跌之后，进入稳定期，两个月来波动

不大。现在的价格已经低于二线厂商的成本线，在一线厂商的成本线

上下，部分厂商甚至已经停产，产品价格再次大幅度下跌的已不大可

能。但由于国内产能过剩严重，光伏产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也不大。

 企业反映近期订单旺盛，但价格很低，因此接单意愿不强。我们经过

调研，近期需求旺盛，订单量有所增加。但是价格依然在低位徘徊，

一线厂商利润空间很小，中小厂商已经出现亏损，接单意愿都不强。

 推荐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精功科技，规模扩张速度快业绩弹性大的大

港股份；以及具有海外电站建设能力和大量项目储备的公司。 
重点公司 股价 11EPS 12EPS 13EPS 11PE 评级 变动 

大港股份 7.48 0.389  0.620  0.866  19.3 增持 维持 

精功科技 21.44 1.417  2.235  3.107  15.2 买入 维持 

东方日升 13.65 0.532 0.745 0.957 25.7 增持 维持 

向日葵 13.50 0.672 0.864 1.109 20.1 增持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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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 

 

行业数据 

股票家数（家） 60 

总市值（亿元） 6034.96 

流通市值（亿元） 4308.16 

重点公司（家） 10 

重点公司占行业市值比重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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