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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印度GDP为27187.32亿美元，同比增长

6.81%，人均GDP为2009.98美元，近五年平均GDP增速

达到7.5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GDP在20国集团

（G20）最大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然

而，就人均收入而言，印度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国

集团（G20）中排名垫底。

物价方面，印度物价水平十年间波动幅度较大，通货

膨胀问题较为严重，2014~2019年以来出现多次CPI同比

超过5%的情况。2017年以来，印度面临货币供应量持续

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支出长期赤字以及国内能源价格上调

等困境，CPI通货膨胀率持续处于高位。2019年以来，CPI

同比增速进一步增加，截至2019年年底已突破7%。

产业结构方面，传统上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家，然而独

立后致力于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

变化，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

较为特殊的是，印度的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一直高

印度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合作

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合作国家之一，也是近

年来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印度是煤炭生产大国，也拥有丰富的水能、风能、太

阳能资源。但长期以来，印度能源供给与消费之间的不均

衡制约了本国经济更快、更可持续增长。印度和我国都是

能源生产、消费大国，在保障能源供给、降低能源对外依

存度，提高能源定价权，加快能源转型，推动能源体制改

革等方面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当下，无论在火电建设运营，还是可再生能源发电设

备出口、电站建设运营等方面，我国和印度仍有较大的合

作空间。

经济快速增长 结构调整加快
近年来，印度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增速全球领

先。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经济增长速度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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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合作亮点印度 ：光伏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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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乃至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印度都将是我国“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的重点国家。其中，双方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

能方面的合作空间相对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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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而且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制造业在印度工业各部门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对经

济贡献较大。莫迪政府推出“印度制造”战略，对制造业

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政策，主要包括降低政府管制壁垒，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税制、劳工制度和征地制度的改

革，实行经济外交以吸纳更多外资和技术等。

总体来看，印度制造业呈增长趋势，国际社会对此反

应较为乐观。然而，受制于配套改革进展缓慢、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技术工人匮乏、外部竞争激烈等因素，印度制

造业对劳动力吸纳作用不佳。2018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

居于世界第五位，总计超过4000亿美元。

基础设施方面，印度独立后很长时期内，政府对铁路

投资重视不够，而印度本国制造业落后，无法为铁路的更

新改造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撑。同时，印度还长期拒绝外国

资本和企业参与。所以，铁路运输速度慢、事故多、建设

滞后、运输压力巨大。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铁路资本

支出大幅增长，印度计划到2032年前完成总投资高达35.3

万亿卢比的铁路投资计划，并大幅提升运输能力。

印度公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公路运输系统之一，根据

印度交通运输部统计，印度公路总长约490万公里，公路

承运量占全国客运总量的85%和货运总量的近60%。截至

2017年6月30日， 印度国家级公路里程共计110297公里。

 

富煤贫油少气 转型略显乏力
印度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储量位居全球第五，达

1013.63亿吨，占全球竞争总储量的9.61%。油气资源较为

贫乏，石油探明储量6亿吨，占全球石油总储量的0.3%；

天然气探明储量45.5万亿立方英尺，占全球天然气探明储

量的0.65%。

从 能 源 供 应 看 ， 印 度 能 源 生 产 保 持 稳 定 增 长 。

2007~2017年印度一次能源供应总量增长了55%，主要由

化石能源提供，印度国家煤炭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

商，2018~2019财年煤炭产量达到6.07亿吨。

印度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煤炭、石油、天然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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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次能源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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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国有配电公司（Discoms）的付款延迟以及适得其反

的进口太阳能组件贸易关税、输电网扩展缓慢等问题，可

再生能源装机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

2018年，印度发电量为1561.1太瓦时，同比增长6.2%，

近五年发电量增速均值达到6.4%。太阳能和风能在发电结构

中的占比稳步上升，其中2014~2018年太阳能发电量复合增

长率为58.18%，风能发电量复合增长率为15.87%。

尽管印度在公路建设、通信基础设施、机场和港口基

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印度电力发展仍面临严

峻挑战。目前，政府支持的项目之间的拍卖和征地等方面

存在混乱、延误和管理不善；印度的电网正遭受着全世界

最大的电力损失，输配电损失占全国发电量的近20%，是

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国有配电公司负债累累，造成相

关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能源发展政策摇摆，可再生能

源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煤电装机受政策影响出现波动，

电力短缺仍然严重。

市场空间仍在 投资风险仍存
印度是全世界太阳能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也

是太阳能新增装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十四五”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印度都是我国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重要国家之一，可再生能源尤其

是太阳能方面的合作空间相对广阔。

从政策支持方面看，印度已向全世界承诺，到2030

年其40%的发电能力将来自非化石燃料，到2022年将完成

17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包括100吉瓦太阳能，60吉瓦

的风能项目和10吉瓦的小水电项目）。2018年6月初，印

度政府宣布，将超额完成这一目标，并将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22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印度先后制订了太阳能

公园和超大型太阳能发电项目（印度中央财政援助）建设

规划、国防设施和准军事部队光伏配套项目规划、屋顶太

阳能并网方案、渠岸及渠顶并网光伏发电发展规划、PM-

KUSUM规划（相当于农民能源保护和福利规划）等政

策。2019年3月，印度中央政府还批准了858亿卢比（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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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核能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分别为55.9%、

29.5%、6.2%、3.9%和1.1%。在国内生产急剧下降的情况

下，一次能源供应与需求缺口较大，石油进口一直在以稳

定的速度增长，天然气进口则在迅速增长，能源供应高度

依赖进口。

目前，印度发电装机主要来自煤电。截至2019年年

底，印度规模以上燃煤发电装机容量205.25吉瓦，在发电

装机容量中的份额达到55.66%。

为保障本国能源供给安全，缓解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2015年，印度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

截至2019年年底，印度规模以上非水可再生能源装机

已达85.91吉瓦，在发电装机中的占比仅次于煤电，达到

23.29%。但由于中央和邦政府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缺乏协

2019年印度发电装机结构

数据来源：印度中央电力管理局、能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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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中央公共部门事业（CPSU）二阶段计划，该

计划旨在通过提供可行性缺口资金支持，推动政府生产商

建成12吉瓦的并网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在自身发展条件方面，印度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巨大，

特别是太阳能发电。根据印度品牌资产基金会测算，该国的

自然条件可提供9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潜力用于商业开

发。太阳能被认为是印度最有前途的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

装机潜力达到750吉瓦，其次是风能（102吉瓦）、生物质

能（25吉瓦）和小型水利工程（20吉瓦）。在该国28个州

和8个联邦领土中，太阳能发电的潜力差别很大。印度国家

太阳能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拉贾斯坦邦的太阳能发电潜力最

高，其次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这

四个地区占印度太阳能潜力的一半以上。

从商业环境方面看，尽管印度经济形势艰难，但在过

去两年里，该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

大幅提高，在2019年版的190个国家中，印度排名上升23

位，达到77位。该国在创业、发放建筑许可证、供电、获

得信贷、纳税和跨境贸易方面进步最为明显。

从劳动力成本看，印度的太阳能市场也因其低廉的劳

动力成本而具有吸引力。从国际范围来看，印度是劳动力

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允许投资者雇佣大量劳动力。考虑

到建设太阳能发电厂只需要20%~30%的高技能劳动力，

因此，印度太阳能市场的扩大不仅使社会的大部分人得以

就业，而且使投资者能够迅速完成他们的项目。

从市场成长性看，该国预期的经济增长和当前的电气

化率，保证了足够的需求。同时，印度政府旨在利用这些

需求，促进并网和离网太阳能发电的扩张。这为投资者带

来了进入市场的巨大机会。同时，他们被鼓励从印度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NRE）或印度太阳能公司（SECI）

实施的各种补贴计划中获益。

综合以上几方面看，印度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能源投

资选择。当然，印度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需要

政府去解决，且输配电网的建设落后严重制约可再生能源

项目消纳，可再生能源项目也面临补贴继续退坡的情况，

光伏电站的经营效益面临下滑，此外，对我国光伏产品征

收反倾销税的情况也或将存在，需要投资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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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中印能源合作项目一览

项目名称

Godda燃煤电厂

KMPCL燃煤电厂

嘉佳燃煤电厂

贾苏古达燃煤电厂

喜莱雅燃煤电厂Ⅱ期

Adani燃煤电厂

Dugarpur燃煤电厂

喜来顿燃煤电厂

瑞吉燃煤电厂

BHEL光伏电站

光伏产业园（生产硅锭、电池片、组件与玻璃背板等产品）

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光伏铸锭、硅片、电池及组件）

单晶高效电池、组件生产项目

太阳能光伏电站

光伏产业园（电池片等产品）

逆变器制造基地

装机容量/产能

2×800兆瓦

6×800兆瓦

2×660兆瓦

4×600兆瓦

2×660兆瓦

5×660兆瓦

300兆瓦

8×600兆瓦

4×300兆瓦

提供37.5兆瓦组件

规划初期产能2吉瓦

规划产能4吉瓦，分两期实施，每期2吉瓦

500兆瓦+500兆瓦

110兆瓦

630兆瓦

3吉瓦

合作模式

EPC总承包

EPC总承包

EPC总承包

EPC总承包

EPC总承包

托管运营

托管运营

托管运营

EPC总承包、托管运营

—

—

—

—

EPC总承包、提供组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