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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玻璃集团成立,总部位于香港

信義玻璃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868）

信義光能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968）

信義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8328）

浮法、汽玻、建玻、光伏、电子玻璃

光伏玻璃份额占全球约35%位于行业首位 

全球最大的晶硅双玻组件应用商  

1988年

2005年

2013年

2016年

五大玻璃产业

十大生产基地

信義系
在香港交易所

已有3家上市企业

信義玻璃（00868.HK）

浮法玻璃、汽车玻璃、
建筑玻璃、电子玻璃的

生产销售
信義光伏（00968.HK）

太阳能光伏玻璃、太阳能电站
投资、建设、运营及EPC

信義香港（08328.HK）

电芯生产研发、
集装箱及户用型储能、

微电网储能、风力发电场
的开发、建设、运营

信義集团概况

深圳、东莞、江门、芜湖、天津、德阳、营口、马来西亚

北海、张家港

信義玻璃
（00868.HK）

信義香港
（08328.HK）

信義光能
（00968.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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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玻璃生产线投产

信義玻璃成立
生产汽车玻璃

浮法玻璃生产线投产 金太阳屋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成功并网发电

1988 2005 2007 2013 2016

2012 201420061998

LOW-E 生产线投产；信義玻
璃在香港主板上市 00868.HK

太阳能光伏玻璃基片投产
首条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
线在东莞工业园投产

信義光能分拆上市 00968.HK

首个大型地面电站成功并网发电

信義香港分拆上市 08328.HK
信義第一个海外生产基地 - 马
来西亚工业园投产

2019步伐
我
们
的

从
未
停
止

广西北海工业园于 2018 年底开始筹建，
计划建设两条 1000T/D 光伏玻璃生产线。
是信义系目前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业园

www.xinyi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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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玻璃制造商。2013 年 12 月 12 日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
代码：00968.HK。公司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玻璃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等服务，为太阳能应用系统提供经济、
高效的产品。

信義光能目前拥有三大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基地，分别座落在安徽芜湖、天津和马来西亚。拥有总计日熔化量
6800T/D 的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线，占有全球约 35% 的市场份额。主要产品涵盖超白压花玻璃、背板玻璃。

从晶体硅太阳能到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信義光能提供了从太阳能光伏玻璃和薄膜导电玻璃完整的产品解决方
案，为有效提高太阳能转换效率提供了有利支持。信义光能以提升太阳能行业竞争力和能源效率为己任，致力于打造
一个持续发展的光伏产业。

              

信义光伏产业（安徽）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信義光伏产业（安徽）控股有限公司是信义光能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位于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
发区，为集团旗下最主要的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基地。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玻璃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产品主要服务于华东，辐射至华北、华中地区。公司拥有 7 条共计 5400T/D 的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线，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太阳能玻璃生产基地。

信義光伏产业（安徽）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位于天津市武清开发区，主要从事太阳
能光伏玻璃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公司拥有一条 500T/D 的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线，为华北地区最大
的太阳能光伏玻璃生产商之一。产品销售和服务范围主要涵盖华北、东北地区。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超白压花
玻璃、AR 光伏玻璃、背板玻璃。

信义光伏（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信义光伏产业（安徽）控股有限公司

信義马来西亚工业园为信义集团第一个海外投资的生产基地， 位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野新，信義集团于
2015 年 4 月正式启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项目，并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建设落成，公司拥有一条 900T/D 的太阳
能光伏玻璃生产线，总占地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太阳能玻璃等产品。

马来西亚工业园
安徽芜湖工业园

天津工业园

信義光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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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伏电站

2014 年 3 月全国首个光伏扶
贫模式在安徽金寨县精准扶贫到户
项目中得到认可，并一度成为全国
扶贫模式的模版。截止到目前我公
司在金寨县完成 8741 户用电站，
286 个村级电站，总容量 43MW。
帮助 14300 户人口脱离贫困。截
至 2016 年光伏扶贫的规模居全国
之首。 

1、全国第一个扶贫模式

金 寨 信 義 150MW 光 伏 并 网
电站项目，建设 150MW 地面光伏
电站和 20 万平方米恒温光伏温室。
该项目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正式
并网发电，并成为国家 4A 级风景
区。

2、2014年安徽省最大的地面电站

寿 县 信 義 300MW 渔 光 互 补
光伏电站项目，位于安徽省六安市
寿县境内，建设安徽寿县信義渔光
互补 300 兆瓦发电站项目并同时
建设 20000 ㎡温室大棚及 10000
㎡的景观，于 2016 年建设完成并
网发电。

3、华东地区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

天 津 滨 海 信 義 174MW 光 伏
电站项目，建设 174MW 农光互补
电站，2016 年 3 月并网发电。

4、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

安徽淮南采煤塌陷区 20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于 2016 年
3 月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位于安
徽省淮南市，信义光能淮南采煤沉
陷区水上光伏电站示范项目的建成
投产，为安徽省采煤沉陷区国家先
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建设积累了重
要经验。

5、2016年全球最大的

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

全国第一个大型水上漂浮项目

全市共计建设 1684 个村级电
站，每 个 电 站 约 187.2KW，总 容
量达 315MW 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项目。每年可为贫困县增加收入近
4 亿元，项目工期仅仅两个月，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建成并网，
规模达到全国第一。

6、2017年安徽省亳州市全国最大

的村级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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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安金寨100MW安徽六安金寨40MW

安徽六安金寨150MW

河南遂平信义110MWp光伏电站项河南遂平110MW

安徽芜湖三山100MW

安徽亳州利辛190MW

湖北红安100MW

湖北孝昌邹港130MW湖北孝昌白沙30MW
安徽芜湖无为100MW

安徽淮北100MW

安徽芜湖无为50MW

安徽安庆望江100MW福建南平30MW

天津黄港片区174MW

吉林白城30MW

（信義光伏电站业绩：总计超2.3GW）

安徽芜湖繁昌60MW

安徽淮南寿县300MW 安徽淮南70MW

地面电站项目

安徽巢湖20MW

吉林

 海南海口300MW

广东湛江30MW

信義光能地面电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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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电站展示：

· 安徽芜湖三山 ·  100MW · 安徽六安金寨 ·  100MW

· 安徽亳州利辛 ·  190MW· 安徽芜湖无为 ·  100MW · 安徽芜湖繁昌 · 6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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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淮南寿县 ·  300MW

· 河南遂平 · 110MW · 福建松溪南平 ·   30MW

· 天津滨海 ·  174MW

· 湖北红安 ·  1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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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分布式电站部分展示:
截止目前，信義集团在中国自主开发、建设、运营分布式屋顶项目已达到301MW。

分布式电站项目

· 芜湖工业园 ·    53MW

· 东莞工业园 ·    28MW

· 营口工业园 ·    31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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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积极发展新能源的同时，努力探索出一条将新能源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光伏农业智能温室电站项目。
光伏农业智能温室电站是将太阳能发电、智能温控、现代高科技种植为一体的光伏发电系统。电站采用了新技术、

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合理的分配太阳光照的比例，使光伏发电和生态种植有机结合，实现屋顶能发电，室内能种植，
是集低碳、节能、环保、旅游于一身的新型高科技农业生态项目。

光伏农业智能温室电站项目

19/20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全自动恒温恒湿系统（顶窗通风系统、遮阳保温
系统（遮阳帘）、降温系统（水帘风扇）、加热
系统（热器管））
LED植物灯（用于模拟太阳光进行补光）；
全自动滴灌系统
智能监控系统

XINYI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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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光能扶贫电站分布图

   亳州 : 我公司在亳州市利辛县、蒙城县、谯城区共建设
364.144MW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2017 年共建设 313.804MW，
其中利辛县 150.89MW, 蒙城县 67.392MW，谯城区 96.96MW，
项 目 均 于 2017 年 6 月 并 网，共 建 设 1684 个 村 级（每 个 村
187.2KW）扶贫电站，帮助 40416 户人口脱离贫困。

 湖北：信義湖北省光伏扶贫开创者，在信義金寨光伏扶贫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后，
我公司继续响应国家扶贫号召，积极与湖北省能源局对接，在湖北省红安县、孝昌县
依托大型地面电站实施光伏精准扶贫。截至目前已完成建设户用电站 310 座，村集体
电站 10 座，总容量 1.5 MW，帮助近 500 户困难户脱贫。

 金寨：全国首个光伏扶贫项目 -- 金寨光伏扶贫创新模式已
成为全国扶贫模版

 2014 年初全国首个光伏扶贫模式在安徽金寨县精准扶贫
到户项目中得到认可，并一度成为全国扶贫模式的模版。截止
到目前我公司在金寨县完成 8741 户用电站，286 个村级电站，
总容量 43MW。帮助 14300 户人口脱离贫困。截至 2016 年光
伏扶贫的规模居全国之首。

安徽亳州谯城96.96MW村级扶贫电站
安徽亳州利辛201.9MW村级扶贫电站

安徽亳州蒙城67.392MW村级扶贫电站

安徽六安金寨43.6MW村级扶贫电站

安徽六安寿县3MW村级扶贫电站

湖北孝感孝昌1.5MW村级扶贫电站

湖北黄冈红安0.9MW村级扶贫电站

ANHUI
安徽

HUBEI

湖北

光伏扶贫项目

淮南采煤塌陷区 20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截止 2016 年为全球最大的漂浮式光伏电站，该项目实施区域为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望峰岗镇刘岗镇采煤塌陷区，漂浮式光伏电站的建造将有效的治理废矿塌陷区。利用光伏建设，
治理塌陷区，使其变害为利。采取渔光互补方式，可以提高当地水产附加值，达到生态和社会，经济和社会几大效益
的有机统一。

信義两淮采煤沉陷区 150MW 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点属于安徽省辐射资源较好的区域，工程总装机容
量 150MW，由信義光伏产业（安徽）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领跑者项目

· 淮南谢家集区 · 20MW

· 两淮采煤塌陷区 · 15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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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信義首个扶贫电站
在四川阿坝300户开工建设

2014年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在
金寨召开了光伏扶贫现场会。
2008户6月30日全部并网发电

2015年6月在湖北红安、湖北孝昌、
安徽阜阳等地进行扶贫试点

约完成600户的定点扶贫

2017年安徽利辛150.89MW、
安徽蒙城67.392MW、

谯城96.96MW   
 扶贫项目：                         

总计313.804MW村级扶贫电站

2014年初金寨2008户扶贫
模式得到了国务院认可

2016年安徽亳州5000户
17.82MW，安徽寿县1000户
3.6MW。金寨增容3MW，
当年完成扶贫27.2MW  

2015年6月30日
6733户全部并网发电,
总容量达33MW  

2013

2014

2014
08.25

2015
06.30

2015
06月

2016
上半年
6.30

2017
6.30

李克强总理亲自批示全国光伏精准扶贫的金寨模式

2016年安徽利辛集中式扶贫32.76MW

2014 年初全国首个光伏扶贫模式在安徽金寨县精准扶贫到户项目中得到认可，并一度成为全国扶贫模式的模版。
截止到目前我公司在金寨县完成 8741 户用电站，286 个村级电站，总容量 43MW，帮助 14300 户人口脱离贫困，
当年光伏扶贫的规模居全国之首。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连走进金寨县大湾村 5 户农家，听取村民对实施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的
想法，了解扶贫工作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效，该项目是由我公司承建的金寨县第一批 1000 户光伏扶贫工程。

信義村级、户用光伏电站
信義光伏精准扶贫项目 : 金寨光伏扶贫创新模式已成为全国扶贫模版

23/24



www.xinyisolar.com
XINYI SOLAR

户用光伏扶贫项目，再延伸到实施村级光伏发电项目，直接利用村级完成电站建设。
扶贫建设光伏电站，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信義光能秉持“信誉至上，义气争荣，自强不息，善待天下”的核心价值观，肩负高度社会责任感，热心公益事业。
从改变能源结构及解决当地能源问题为出发点，2014 年 4 月起，信义光能走在行业前列，在安徽金寨首创实施光伏
扶贫工程，同时，在安徽寿县、利辛县、湖北省红安县等地，陆续开展光伏精准扶贫项目，改善当地能源结构的同时，
为当地村民生活带去“新光明”。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强调：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贫扶到家。

信義村级扶贫项目应用案例

序号 项目地 装机 脱贫人数 并网时间 电站类型

1 安徽金寨 43.6MW 8683户、218村 2015年6月 户用

2 四川德阳 0.6MW 200户 2014年9月 户用

3 湖北红安 0.9MW 300户 2015年5月 户用

4 湖北孝昌 1.5MW 500户 2015年11月 户用

5 安徽寿县 3MW 1000户 2015年12月 户用

6 安徽利辛 17.58MW 5000户、49村 2015年12月 户用

7 湖北孝昌 0.45MW 150户 2015年11月 户用

8 安徽利辛 150.89MW 50万户 2017年6月 村级

9 安徽蒙城 67.392MW 20万户 2017年6月 村级

10 安徽亳州谯城区 96.96MW 30万户 2017年6月 村级

11 安徽利辛 32.76MW 4万户，2万户
3万户，1.1万户 2016年4月 地面集中式

小计：在全国完成418MW，近13万户贫困人口脱贫。

国 务 院：“光 伏 扶 贫”是 国 家 精 准
扶贫十大工程之一，国家最认可的扶贫
方式。

国家能源局：光伏扶贫符合国家开发
新能源的战略，产生 25 年稳定收益，同时
在扶持贫困人口上更具精准优势。

《关于印发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编

制大纲的通知》

《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

意见》

村级光伏扶贫已成为国家大力推广的扶贫模式

扶贫办、国家能源局 中国人民银行等7个部门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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