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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电行业前景 

 

近期，国家针对新能源发展的重磅文件指出，深入研究支撑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友好

并网的智能电网技术。到 202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完成。文件还指出，

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亿千瓦以上。 

 

在全球能源结构向低碳化转变、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的背景下，风电行业需求持续增

长的趋势具备确定性。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风电市场，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平靠拢。为推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

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在十四五期间我国风电装机量将有较大提

升。 

 

2021 年以后，陆上风电行业的需求将更加多元化，平价大基地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

以及部分特高压配套项目将成为陆上风电增长点。预计新换代催生全新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需求端，电力需求变化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用电

量将保持较快增长。 

 

供给端，研究机构普遍预测，2030 年碳达峰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仍将超过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目标要求，到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截至 2021 年 9 月末，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97 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2.84 亿千瓦、海

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1319万千瓦，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2.78亿千瓦。 

 

未来行业规模，据 GEIDCO（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预测，如图表几乎全部由

新能源满足，其中，风力发电装机总量约约 38 亿千瓦，装机占比在 47.4%。也就是说，电

力供应的主要支柱之一。双碳背景下，我国陆上、海上风电将协同发展。另据陆上风电、海

上风电装机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 57.3%、42.7%。 

 

2.相关投资机会 

 

（1）两大赛道，海上风电更优 

 

风电产业按照安装地理位置不同，可以分为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碳中和下，国家将同

时大力发展陆上和海上风电，区域看：在新疆、内蒙古、甘肃等西部和北部地区加快大型陆

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在广东、江苏、福建等中部和东部地区发展分散式风电建设。 

 

陆上风力风速变化小，电能转化率稳定，风电整机运营和维护方便，具有技术门槛和开

发成本低的优势，是各国风电行业初期发展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0 年

中国陆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7100万千瓦，市场规模远超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具有资源丰富、发电效率高、距负荷中心近、土地资源占用小、大规模开发难

度低等优势，是风电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被各国重点推进。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

2013 年中国海上风机累计装机容量仅有 45 万千瓦，2020 高速攀升至 900 万千瓦，CAGR 达

到 53.4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整机制造企业共有 11家本土企业，2家外资企业。 

本土企业：家本土企业为上海电气远景能源、金风科技、明阳智能、湘电风能、中国海

装、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动力、东方电气(1072.HK)、太原重工、三

一重能 

 

外资企业：西门子(Siemens Gamesa)和通用公司(GE)。 

 

3.未来盈利增长点 

 

（1）风电降本路径明确，大型化趋势持续加快 

风轮直径增大、轮毂高度提升和机组大型化是风电机组技术发展最主要的几个趋势。在

风速相同的地点，更大风轮直径的机组能捕获更多风能。在相同位置上，轮毂高度的提升也

能够使机组获得更高的风速。2010-2020 年全球陆上风电度电成本下降明显，由 2010 年的 

0.089美元/千瓦时下降至 2020 年的 0.039 美元/千瓦时，降幅达到 56%。 

 

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陆上风电领域随着平价大基地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的需求增加，

对机组的风资源利用率要求提高，陆上风机功率已经逐步迈入 4MW、5MW 时代。 

 

海上风电领域，由于相较陆上风电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且未来势必面向远海、深海持

续开拓，对产品本身和成本管控能力将不断提出新要求，大兆瓦机型推出的趋势更为突出。 

 

整机龙头加紧海上大型化布局。2018 年以来，国内外风电整机龙头加紧机组大型化布

局，Vestas早在 2018年 9月即发布 10MW海上风机，今年已陆续交付苏格兰 Seagreen风电

场；今年 2月，Vestas发布 15MW海上机组，再度刷新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GE方面，其

12MW海上风机样机于 2019年在荷兰并网发电，截止目前已获得巴西、瑞典、美国、英国等

多地订单，并于 2019年 11 月与国家电投签署合作协议引进 12MW 机组并于广东揭阳设立总

装基地；去年年底 GE再度发布 14MW机型，预计 2026年在 Dogger Bank C并网投产。西门

子歌美飒于 2019 年 11月发布 11MW海上机组，次年 2月在丹麦 Orsterild风场完成样机并

网，目前已获得来自荷兰、德国等地的订单；2020年 5月西门子歌美飒发布 14MW机型，目

前已获得来自中国台湾、美国等地的订单。 

 

国内整机厂的海风大机组布局整体滞后于海外三巨头，目前已实现样机吊装并网的大容

量机组主要包括明阳智能 10MW、东方电气 10MW、电气风电 8MW和金风科技 10MW。 



 

 

目前，西门子歌美飒、维斯塔斯和 GE 已经分别推出 14MW 、15MW 、14MW 级的海上机

组和 6.6MW 、6MW 和 6MW 的陆上机组，各国际领先厂商的投入力度明显增加，发展趋势明

显。 

 

（2）机组、基础和运维是海上风电降本的关键环节。风电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包括

CAPEX和 OPEX 两大部分。 

 

不同区域和类型的风电项目成本结构有较大区别，对于三北地区陆上风电，风机占投资

成本比例可达 55%，基础占比仅为 4%，而对于广东海上风电项目而言，风机（含安装）占投

资成本比例约为 43%，基础占比达到 24%，是海上风电 CAPEX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两项。此外，

海上风电 OPEX 成本占全寿命周期成本的比重约为 40%，后期运维质量与水平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项目的收益。机组方面，大型化可以有效降低单位容量造价，基础方面，工艺和技术水

平的提升将有效降低相关成本，运维方面，无人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将在提升 MTBF 同时有

效降低项目后期成本。从成本占比和降本空间两个维度看，机组、基础和运维都是海上风电

降本的关键环节。 

 

（3）运维成本支出占海上风电项目生命周期成本的 15%至 25%，仅次于风电机组采购

成本。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的运维方式为五年质保期内由机组整机厂商提供相关服务，出质保后

由风电场投资开发商自行招聘人员运维或通过寻找第三方运维服务商提供运维服务。目前我

国海风运维采取周期性计划检修为主、突发性故障检修为辅的运维模式，仍面临风电机组故

障率高、无相关标准、运维水平有限、专用运输工具短缺等问题。降低运维成本需要从四方

面着手：其一，提高风电机组可靠性，一方面可以从源头减少运维次数，另一方面可以提高

全寿命周期发电量从而摊薄度电成本；其二，基于数字化手段开展机组故障预警与诊断，建

立“云运维”平台或大数据中心，实现运维智能化和无人化。其三，提高运维交通工具技术

水平，提升专用船/飞行器工作效率的同时降本。其四，通过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实现“共

享式”运维。例如，欧洲各业主在北海区域已形成项目集群，新建项目与相邻的投产项目之

间能够形成协同效应，共享人员、运维基地、船只等，运营成本随之降低。 

 

二级市场上市公司如下： 

 

天顺风能：国内塔筒领先企业，穿越行业周期，业绩稳健增长。 

 

新强联：风电轴承龙头，轴承工艺世界领先，2021 年 4 月拟通过定增建成

3.0MW及以上大功率风电主机配套轴承生产线项目。目前新强联主轴轴承国内市

占率 5%左右，随着行业扩容与市占率的提升，带来业绩量价齐升。 

 

华伍股份：风电制动器龙头，综合市占率超过 40%，大型化风电制动系统以

及海上风电制动系统不断取得新突破。 

 

运达股份：大型风电机组龙头，拥有 3.X~6.XMW 平台等 10 余款整机技术，

公司大功率和超高海拔区域技术处于行业领先。 

 



中材科技：国产风电叶片龙头，拥有 1.0MW-8.XMW的 6大系列产品，“两海

战略”打开海上风电市场空间。 

 

三一重能：风电机组新势力，成功过会募投大兆瓦风机整机、新技术开发、

风机后市场等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持续优化产品结构。 

 

中际联合：风电风机高空安全作业设备的核心龙头公司，2017-2019年中际

联合在国内风电市场合计销售塔筒升降机、免爬器、助爬器 40,659 台，销量在

国内风机市场的覆盖率已约 30%，2019年公司产品在国内新增市场市占率约 70%。 

 

精功科技：碳纤维产业链设备公司。具备年生产 1千吨以上碳纤维生产能力，

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据不完全统计，精功科技目前累积中标 20.13亿元（含

税）碳纤维订单，其中 2021 年 1 月交付 1.83 亿元，2021 年 3 月-9 月累积交付

3.7亿元。 

 

五洲新春：轴承的产业链企业，产品线也开始由变桨向偏航、主轴、齿轮箱

扩容，同时类型也逐步向高单机装机提升。 

 

福斯特：公司胶膜产能释放同时提升 POE和白色 EVA 产品占比，业绩持续高

增。 

 

联泓新科：供需缺口带动超预期弹性，技术领先铸造新材料龙头。 

 

日月股份：公司风电铸件产能释放且大机型产品占比提升，业绩高增长。 

 

金风科技：预计 2022风电需求同增 20%以上，公司整机低价订单消化完成，

盈利能力和周转率驱动下 ROE共振向上。 

 

汇川技术：公司为国内工控龙头，在产品份额、技术实力、研发能力、管理

等环节优势显著，2020 年以来多环节份额及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2021 年工控

需求向好、国产化加速，人均产值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良信股份：公司为国内中高端低压电器领导者，近期募投项目将加速公司生

产制造的规模化与数字化，打造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公司加速追赶并超越低压电

器外资巨头。 

 

麦格米特：公司拥有强大的电力电子及控制技术技术沉淀，横跨多条优质赛

道，新业务及新产品不断推出，成长空间较大。 

 

国电南瑞：公司为电网二次设备及数字化全产业链龙头，研发创新优势凸显，

有望充分受益。 

 

正泰电器：公司为国内低压电器龙头，渠道优势凸显且在进一步强化、行业

拓展势头强劲、海外业务复苏，低压电器业务有望快速增长。 



 

思源电气：公司为国内电力设备民企供应商龙头，产业链布局完整，一次设

备多环节份额领先，凭借领先技术及产品优势有望持续提升市占率。 

 

雷赛智能：公司深耕运动控制领域，为国内步进与运动控制卡龙头，软件及

工艺积累深厚，产品及品牌实力强。 

 

二、风电介绍 

 

1.关于风电：风电是指利用风力发电机组直接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方式。在风能的各种

利用形式中，风力发电是风能利用的主要形式，也是目前可再生能源中技术最成熟、最具有

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之一。我国已将风电产业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在产业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驱动的双重作用下，风电产业已成为全国为数不多在

国际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 

 

2.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风力推动叶轮旋转，再通过

传动系统增速来达到发电机的转速后来驱动发电机发电，有效的将风能转化成电能。依据目

前的风车技术，大约是每秒三公尺的速度（日常微风的程度），便可以开始发电 

 

 
3. 风力产业链： 

 

风电机组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比超 90%，叶片、齿轮箱、发电机、钢件、变流器、铸件、

偏航变桨轴承等为风电机组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其中占比较大的单个部件是叶片、齿轮箱和

发电机。2020 年电气风电营业成本构成中叶片占比 22%，齿轮箱占比 12%，发电机占比 8%，

三者合计占比达 42%。 

 

（1）上游主要是风电的零部件制造商，主要包括叶片、变频器、齿轮箱、电气控制系

统、发电机、主轴、轮毂等。特殊地，如海上风电还包括海底集电系统、海上分电站、海底



高压电缆和岸上分电站。 

 

整体来看，上游零部件具有产品差异大、质量要求高、供货周期紧等特征程经验和技术

储备，则无法快速响应下游客户需求，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除叶片外，其他赛道技术壁垒不高，但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很高，如结构产品，要求可靠

使用寿命在 20 年以上，化对质量要求更高的情况下，龙头品牌效应会更加显著。根据在风

电机组中的功能作用、重要性、市场三大细分赛道。 

 

叶片，是风电机组非常重要的部件，它决定了机组的风能转换效率。叶片越大，风能转

换效率越高，但相应地叶片重量就越重，研发生产难度也越大，技术制造门槛较高。因此，

叶片是现阶段风电整机制造成本中的最大项目，在陆上、海上风力发电机整机成本的比例分

别占到 21%、30%左右。 

 

目前叶片市场形成了以专业叶片生产企业、整机制造企业、外资叶片生产企业为主要参

与者的多元化竞争格局，国内叶片生产企业主要有中材科技、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时代新材、叶片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其中，中材科技为国内生产叶片的龙头企

业，其该公司合计销售风电叶片 12.3GW，实现销售收入持全国第一。 

 

另外，国外生产叶片的代表企业主要有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等。 

 

风塔，是支撑发电机组的塔杆，它的作用是吸收叶片旋转引发的机组晃动、支撑整个机

组。风塔的高度越高，风力就越强，则风能利用率越优，但相应地对风塔的品质及制作工艺

要求就越高。风塔市场分为高、中、低端市场，2兆瓦及以上风塔为高端，1 兆瓦及以下的

风塔为低端。剩余为中端市场，国内生产风塔的企业较多，中低端风塔市场集中度低，但高

端市场相对较集中，除天顺风能、泰胜风能、天能重工、大金重工四家专业化塔筒生产企业

外，还有粤水电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中国船舶旗下）、中国水利水电四局（中国电

建旗下）、中车同力钢构、华电重工、江苏神山风电等众多企。 

 

风电结构件，对风电机组起到支撑、保护和传动作用，这些零部件主要包括铸件、主轴、

塔筒、法兰、机舱罩、定子和转子等从竞争壁垒方面看，铸件赛道为重资产行业，产能的扩

张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且其为重污染行业，环保原因扩产受限，较难有新进入者出现。国

内主要的公司包括日月股份、吉鑫科技源科技集团等。 

 

在机组大型化、高塔筒、长叶片的行业发展背景下，后期风塔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

而这种趋势下，大型机组重量更重、叶片旋转导致的振动也会越大，下游整机对塔筒的质量

要求更高。 

 

（2）中游整机厂商，目前，我国风电制整机制造商前三名分别远景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从 2020风科技、远景能源、明阳智能、上海电气能”）、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能”）、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

装），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动力”），市场份额分别为 21%、17%、

10%、9%、7%、7%、6%、5%、5%、4%，2020 年我国整机行业 CR3达到 48%，几乎占据了一半

的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较高。 



 

（3）下游主要是风电场运营和运维环节。风电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风资源

开发能力、资本金、债务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优势上。 

 

在国内，风电运营商可分三类：一是大型的电力央企，这些企业主营业务为火电、水电

的生产销售，比如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大唐集团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等，二是其他的能源国企，比如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三是民营、外资企业，比如金风科技。其中，电力央企

占据国内风电市场近一半份额，其他能源国企次之，民营和外资占比较低。 

 

龙源电力：为国能投集团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一家以新能源为主的大型综合

性发电集团，在全国拥有 300 多个风电场，以及光伏、生物质、潮汐、地热和火电等发电

项目。截至 2019 年末，龙源电力风电控股装机 2,003.2 万千瓦。 

 

大唐新能源：为大唐集团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从事风电等新能源的开发、

投资、建设与管理；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新能源相关设备的研制、销售、检测与

维修；电力生产；境内外电力工程设计、施工安装、检修与维护；新能源设备与技术的进出

口服务；对外投资；与新能源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房屋出租等。截至 2019 年末，大唐新

能源风电控股装机容量为 953.3 万千瓦，其他装机容量为 22.8 万千瓦。 

 

华能新能源：华能新能源为华能集团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与经营，

以风电开发与运营为核心，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截至 2019 年末，华能新能

源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1,193 万千瓦。 

 

华电福新：华电福新为华电集团子公司，拥有包括风电、太阳能、水电、煤电、分布式

（天然气）、核电和生物智能等多种发电类型。截至 2019 年末，华电福新风电控股装机容

量 803.52万千瓦，太阳能发电项目控股装机容量 121.47万千瓦。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国家电投集团下属清洁能源发电企业。目前，

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开发光伏电站项目和风电项目，已形成新能源发电能力 625.98

万千瓦。 



 

三峡新能源：为三峡集团子公司，拥有风能、太阳能、中小水电等业务。截至 2019 年

末，风电并网装机容量 612.16 万千瓦。 

 

中广核新能源为中广核集团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拥有风力、太阳能、燃气、

燃煤、燃油、水力、热电联产及燃料电池发电项目以及一个蒸汽项目。截至 2019 年末，中

广核新能源风电权益装机容量 188.38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项目权益装机容量 87.43 万千

瓦。 

 

京能清洁能源为京能集团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拥有燃气发电及供热、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中小型水电及其他清洁能源业务。截至 2019 年末，控股装机容量为 962 万

千瓦，其中风电控股装机容量为 240 万千瓦 

 

华润电力为华润集团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从事燃煤发电厂、风电场、光

伏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及其他清洁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截至 2019 

年末，运营权益装机容量为 4,039 万千瓦，其中风电运营权益装机容量为 869万千瓦。 

 

新天绿能为河北建设投资集团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上市，主要从事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拥有风电和天然气两大业务板块。截至 2019 年末，风电控股装

机容量为 442 万千瓦。 

 

江苏新能为江苏省国信集团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主要从事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

及建设运营，目前主要拥有风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光伏发电三大业务板块。截至 2019 年

末，控股装机容量为 106 万千瓦，其中风电控股装机容量为 85 万千瓦。 

 

嘉泽新能为民营发电企业：在上交所上市，主要从事集中式风力、光伏发电的开发运

营。截至 2019年末，并网装机容量为 110万千瓦，其中风电并网装机容量为 104 万千瓦。 

 

4.风力发电成本 

 

 

 



三、三一重能项目理解 

 

公司主营业务：为风电机组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风电场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以及光

伏电站运营管理业务。公司具备独立进行风电场设计、建设和运营的能力，是全球风电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装备及服务的领航者。 

 

1.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 

 

风机产品及运维服务：具体包括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其核心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智能化运维；其中风机产品及运维服务是发行人核心业务。 

 

（1）风机产品及其核心零部件 

 

核心零部件方面，公司具备独立研发生产制造风机叶片、发电机的能力，具

备 2.XMW 到 5.XMW 全系列机组研发与生产能力，基本实现了陆上风电全功率覆

盖。其中，最近三年形成销售收入的产品主要为 2.XMW 系列、3.XMW 系列产品；

4.XMW、5.XMW 系列产品为公司推出的新产品，目前 4.XMW 和 5.XMW 产品已实

现合同签订。 

 

公司成功研发的 5.XMW 机组产品，在国内风电机组设计上首次采用变压器

上置方案，是目前国内变压器上置的陆上最大功率风机，将成为“三北”风电平

价利器，拓宽了风电投资的边界。 

 

风机产品具备“高、大、长、轻、智”五大特点——即高塔筒、大功率、长叶片、

轻量化、智能控制，具有高配置、高可靠性、高发电量、低度电成本的优势。风

机叶片生产主要由张家口、韶山、通榆三个生产基地负责； 

 

2019 年以来，发行人在国内率先使用新一代超高模玻纤织物，掌握超高模

玻纤的结构设计核心技术，优化结构铺层，显著降低叶片重量，率先大批量应用

于主力机型叶片，保持核心竞争力。在国内率先使用拉挤材料设计叶片，掌握主

梁设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列化设计，保持轻量化优势。公司生产的叶片兼具

尺寸长、轻量化、捕风效率高、低成本等优势。 

 



 
 

(2)运维服务方面，公司已具备全面的风电场运维服务能力，所处行业下游客户多为大

型发电集团或大型电力建设集团，并通过向上游符合相应标准的供应商采购定制化及标准化

的风机零部件，由公司生产基地完成风力发电机组的制造与测试，完成订单交付，公司与客

户签订风机销售合同时，通常会约定一定期限的质保期，质保期内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提供运

维服务。 

 

2.新能源电站业务：新能源电站业务分为风电建设服务业务、风电场运营管理业务

与光伏电站运营管理业务。具体包括风电场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以及光伏电站运

营管理业务。 

 

风电建设服务业务方面，公司具备独立进行风电场设计、建设和运营的能力，全资子

公司三一智慧新能源是发行人风电建设服务业务实施主体。公司拥有专业的风电

场设计及 EPC 项目管理团队，能够提供咨询设计、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运维培

训及项目融资等风电场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核

心业务形式为 EPC业务，主要面向发行人合并范围内风电场，少量面向外部风电

场，另有部分前期工程勘察设计等业务。公司作为 EPC总承包商的尚未交付风电

场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风电场运营管理业务方面，依托于自研的智慧风电场系统运营自持风电场，通过资源

共享、集中式管理，推动智能风机的高效运转，公司已并网的风电场中，将所发电力自用或

对外销售实现收入。部分电场在商业条件合理、转让收益可观的情况下会择机对外转让，取

得转让相关收益。公司在运营的风电场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光伏电站运营管理业务方面，由旗下光伏电站运营业务主要由三一太阳能负责，公司

委托外部 EPC承包商建设光伏电站并自持运营，部分发电自用，部分发电对外销售获得收入。 

 

2.未来业绩增长点： 

叶片及运维服务。 

 

 

2020年三一重能营业成本构成中齿轮箱占比20%，发电机占比5%，叶片及主材占比16%，

三者合计占比达到 41%，与电气风电的成本结构接近。 

 

 



 
 

技术优势： 

当前，风电建设重心已从三北地区转向了中东部“低风速”区域。三一重能与多家欧州

研发机构合作，推出“长叶片”(146 米级)、“高塔筒”(140 米混塔和柔塔)、“大功率”

(3.XMW)、“轻量化”为核心，并配合“防冰冻”、“智能控制”的全套技术解决方案。 

 

三一重能目前拥有 3大技术平台（905、906、908平台），7 大系列产品，13个规格型

号风力发电机组，完全满足国内外各类风场应用，905机型已经批量装机，906、908机型将

在三一自建风场验证应用。 

 

行业排名：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2020 年发行人风机装机容量 3.72GW，排名全球第 10 位，

其中陆上风电装机容量排名全球第 9 位。国内方面，发行人 2020 年风机装机容量排名全

国第 7 位，其中陆上风电装机容量排名全国第 6 位。一方面，公司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不

断提升使得公司在业内竞争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公司在本轮抢装潮中获得较多订单。预

计 2021 年公司市场占有率排名有望进一步提升。 

 

根据国际能源网、风电头条统计，2020 年共有 233 个央企风电项目（包括 198 个陆

上风电项目和 35 个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商风电机组项目招标结果出炉，累计容量达到 

23,315.4MW。其中，陆上风机中标规模为 16,090.4MW，占比 69.01%。在上述统计的央企风

电项目中，三一重能总中标规模达到 1,687.5MW，总排名第五名；其中陆上风电市场排名第

四名，仅次于远景能源、金风科技、明阳智能，在陆上风电央企招投标市场中占有率达 10.5%。

一方面，公司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公司在业内竞争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公

司在本轮抢装潮中获得较多订单。预计 2021 年公司市场占有率排名有望进一步提升。 



 

2021年三一重能继续高歌猛进，多家分析机构预测三一重能会升至第 5或者第 6位。 

 

2021 年上半年，三一重能凭借低于第一梯队风电整机商的报价，获得了该司史上最高

的订单量，国际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发布报告称，2021 年上半年，按照风机订单总容

量排名，中国中车和三一重能赶超运达风电与上海电气，首次跻身前五。 

 

盈利能力： 

三一重能在 2019年打破了多年亏损的局面，当年实现营收 14.81亿元，归母净利润 1.26

亿元；2020年营收 93.1亿元，归母净利润 13.7亿元；2021年上半年，营收 39.48亿元，

同比增长 65.31%；净利润 8.33亿元，同比增长 177.92%。 

 

 

竞争弱势：海上风电涉及小，未来发展壁垒。 

 

三一系介绍： 

 

三一重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系梁稳根，其持有公司 56.74%股权。梁稳根实控的

企业还包括三一集团、三一重工(600031.SH)。2003年 7月，三一重工成功登陆 A股，目前

公司总市值近 3000 亿。近年来，伴随着资产规模上升，“三一系”开始进军金融业，先后

创办三一汽车金融、三一投资，三湘银行、久隆财险等公司。 

 

本次发行前，梁稳根与公司股东唐修国、向文波、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易小刚、

赵想章、王佐春、梁林河、黄建龙签署了《关于三一重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上

述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 95.32%的股份。 

 

三一重能本次拟在上交所科创板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2950 万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完成

后股份总数的 25%，不低于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总数的 10%；本次发行可以采用超额配售权，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5%。 

 

三一重能表面看上去和梁稳根控股的三一重工无直接关系，但公告显示，三一重能与三



一重工控股的多家子公司，如三一汽车金融、索特传动设备等发生关联交易。2018年-2020

年，三一重能自关联方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规模分别为 2.61 亿元、4.56 亿元、

12.12亿元，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36.54%、46.87%、18.56%。其中，公司报告期内关

联采购金额较大，主要为自三一重能联营企业德力佳传动科技采购的齿轮箱（增速机）、自

索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采购轴承、自浙江三一铸造有限公司和三一装备有限公司采购轴承座、

自湖南中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采购吊装服务所致。2018年-2020年，三一重能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和提供劳务的交易规模分别为 6452.62 万元、9036.01万元、4353.05 万元，占当期营

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6.24%、6.10%、0.47%。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及劳务主要为材料、零件

转售、销售电力、提供行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