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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一批） 

序号 省市 企业（产品类型） 

1  江苏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硅锭，硅片，电池，组件） 

2  江苏 天合光能（常州）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3  河北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硅锭，硅棒，硅片，电池，组件） 

4  河北 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硅锭，硅片，电池，组件） 

5  河北 六九硅业有限公司（多晶硅） 

6  江苏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电池） 

7  江苏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8  河南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9  河北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硅片） 

10  河北 宁晋晶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硅棒） 

11  河北 宁晋松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硅棒） 

12  河北 邢台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硅片） 

13  河北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电池） 

14  上海 上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15  江苏 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电池） 

16  安徽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17  江苏 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电池） 

18  上海 中电电气（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19  江苏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多晶硅） 

20  江苏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21  江苏 太仓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22  江苏 扬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23  江苏 高佳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24  江苏 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25  河南 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硅棒） 

26  江西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硅锭，硅棒，硅片，电池，组件） 

27  河北 光为绿色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硅锭，硅片，电池，组件） 

28  江苏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硅片，电池，组件） 

29  江苏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30  重庆 重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多晶硅） 

31  江苏 镇江大全太阳能有限公司（电池） 

32  江苏 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电池） 

33  江苏 国电光伏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34  江苏 国电兆晶光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硅锭，硅棒，硅片） 

35  江苏 江苏万丰光伏有限公司（组件） 

36  江苏 浚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37  江苏 欧贝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38  江苏 江苏艾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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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市 企业（产品类型） 

39  江苏 江苏辉伦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40  江苏 金坛正信光伏电子有限公司（组件） 

41  江苏 江苏永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42  江苏 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电池） 

43  江苏 茂迪（苏州）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池） 

44  江苏 旺能光电（吴江）有限公司（电池） 

45  江苏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组件） 

46  河北 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47  浙江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48  上海 上海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49  浙江 浙江鸿禧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50  浙江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51  浙江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电池） 

52  浙江 公元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53  浙江 杭州浙大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54  浙江 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55  浙江 百力达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56  浙江 乐叶光伏股份有限公司（组件） 

57  上海 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电池） 

58  上海 上海艾力克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59  上海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组件） 

60  上海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件） 

61  上海 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电池） 

62  山东 山东力诺光伏高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63  山东 山东力诺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64  山东 润峰电力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65  山东 皇明洁能控股有限公司（组件） 

66  山东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组件） 

67  山东 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硅锭，硅棒，硅片） 

68  安徽 合肥中南光电有限公司（组件） 

69  安徽 马鞍山晶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70  广东 广东汉能光伏有限公司（组件） 

71  广东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72  湖北 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多晶硅） 

73  广东 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电池） 

74  江西 上饶光电高科技有限公司（电池） 

75  江西 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76  江西 江西金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池） 

77  宁波 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池，组件） 

78  宁波 日地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组件） 

79  湖南 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80  北京 北京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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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市 企业（产品类型） 

81  青岛 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组件） 

82  陕西 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83  辽宁 营口晶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硅片，组件） 

84  江苏 江苏聚能硅业有限公司（硅棒，硅片） 

85  江苏 晶海洋半导体材料（东海)公司（硅锭，硅片） 

86  江苏 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硅棒，硅片） 

87  江苏 镇江环太硅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88  江苏 镇江荣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89  河北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90  河南 安阳市凤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91  陕西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硅片） 

92  宁夏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硅棒） 

93  宁夏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硅棒） 

94  新疆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95  新疆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多晶硅） 

96  江西 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97  辽宁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硅片） 

98  辽宁 锦州华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池） 

99  辽宁 锦州佑华硅材料有限公司（硅棒，硅片） 

100  辽宁 锦州日鑫硅材料有限公司（硅棒） 

101  上海 上海卡姆丹克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硅片） 

102  浙江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硅锭，硅棒，硅片） 

103  四川 四川瑞能硅材料有限公司（多晶硅） 

104  浙江 浙江硅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硅锭，硅片） 

105  河南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多晶硅） 

106  四川 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多晶硅） 

107  陕西 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多晶硅） 

108  青海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多晶硅） 

109  青海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多晶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