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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股份介绍(sz:300393)

●  公司性质：上市公司    ● 公司总部：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   ●  成立时间：2008.03.07  

●  业务范围：背板（全系列20GW）+高效电池(N型双面2.1GW)+光伏应用(,家庭分布式,六零零生态农庄，精准扶贫    

                    ，交通设施，领跑者)
●  行业地位：背板全球第一 /N型单晶双面高效电池全球规模第一 /六零零生态农庄荣获“光伏+创意应用金奖”
●  文化理念：和而不同，阳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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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股份介绍(sz:300393)

东京

意大利背膜生产基地

台北

上海

泰州高效电池生产基地

北京

内蒙古光伏农业基地河南

印度



背板事业

PVDF

TFB-30 (杜邦+大金)

KFB-30(PVDF+大金)FFC-JW30 （双面大金） 

TPT-3501 （双面杜邦） 

全球最大的背板研发制造供应商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E 2020E
公司销量
（GW） 2 4 8 16 20 30

全球组件产量
（GW） 40.3 50 60 66.6 68.5 89.9

全球市场占有率
（%） 4.96% 8.00% 13.33% 24.02% 29.20% 33.37%

●全球最大的光伏背板制造企业

●光伏背板配套产能20GW/年

●全类型背板综合供应商

背板事业



 N型单晶双面高效电池全球规模第一。全球最大的N型单晶双面电池，与单面电池相比，采用该款N型单

晶双面电池可使得同等投资的光伏电站发电量至少可提高30%，亦可在同等发电规模下减少土地占用。

高效电池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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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六零零
生态农庄

JOLYWOOD
ECO-INDUSTRIAL
PARK



第一：坚持通过发展减贫；

第二：坚持把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摆在扶贫开发的中心位置；

第三：坚持精准扶贫，不断探索精准扶贫有效实现的制度和形式；

第四：坚持扶贫创新；

第五：坚持“政府领导、群众主题、社会参与”的扶贫运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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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
l 中国扶贫的经验和做法：

l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措施：
第一：为实现精准扶贫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

第二：实行保障精准扶贫的财政、投资、金融、土地、人才和社会扶贫政策；

第三：完善扶贫和脱贫考核、激励机制，财政资金整合和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机制，完善金融扶贫、社会扶贫

机制，完善贫困农户参与机制；

第四：组织落实是关键。“中央统筹，省总负责，县抓落实”的扶贫工作机制；落实扶贫对象在脱贫中的主

体作用。



l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一、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二、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四、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五、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

      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l   光伏下乡；光伏+农业+新能源模式

      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逐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型煤供给；

      只有牢牢把握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好先锋、提供支撑，才能

开辟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境界。——农业+光伏为农改固本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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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央1号文件



国家战略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金寨光伏扶贫

习大大，一年多次视察光伏

紧紧抓住国家战略机遇，创新“光伏+三农”发展模式，探索出“光伏+农业+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新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张北德胜村村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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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生态环境严峻 食品安全堪忧 农村产业单薄
化肥及农药的过度使用导致
土地肥力低下，污染严重

水资源短缺、污染

能源方式初级效率低下，导
致大气污染

食品安全新闻时有发生造成
社会较大都免影响

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影响大
众健康

各种添加剂、激素过度使用
影响大众生活品质 

农村与城市脱节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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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及中来核心技术介绍

l六零零生态

   六 : 一产 * 二产 * 三产 , 深度融合；

   零：零碳排放，循环经济；

   零：零污染，生态修复；

l中来核心技术

   1、米豆犁生物活性水养殖技术；

   2、有机蔬菜种植技术；

   3、水源净化与土壤修复技术；

   4、人畜粪便转化有机肥技术；

   5、双面追踪高效光伏发电技术；

   6、 智慧农业设施融合技术；

米豆犁生物活性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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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商业模式

六零零生态 农庄：投资1000万 , 每年产出3000万，做自己的“小农”庄主
光伏发电：把土地分成150亩
左右的单元，建设5MW双面
发电光伏系统，
较常规电站增发电40%左右
，增加收益。

设施农业 : 建设150亩有机生
态蛋鸡养殖基地，中来提供
现代农业养殖技术
和现代管理物流和电商销售
渠道等服务，建立完整生态
体系，提高农民的收益。

众筹营销：打造农村的有机
生态鸡蛋品牌，中来负责销
售通路建设。

农光产业基金投资：农庄合
伙人只需1000万，融资4500
万，可实现年收益
1000~1500万。

精准扶贫：每一个基地每年
可为贫困农民带来100~200
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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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商业模式

六零零生态农庄投入产出测算



六零零生态农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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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合伙人招募计划

合伙人

六零零生态农庄合伙人招募计划 
农光产业基金

   庄       主
农产品加工

六零零
生态农庄

融资4000万

合伙人投资1000万

生态产品

用工机会

林泉农业米豆犁

养殖技术 管理/品牌//渠道分享机制

分享机制

城市

用工机会

年化收益率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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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固镇示范基地

投  资 方：安徽中来六产富民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概况：位于固镇县新马桥镇S101省道西侧，占地面积110亩，3.9MW双面N型单晶光伏发电
土地性质：集体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

生态养殖：有机生态养鸡(15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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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固镇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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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机会搬进农民家门口
农民增收：土地租金、农业的用工、光伏电站运维清洁用工

造血式精准扶贫致富：农庄合伙人，中来提供技术、资金和市场

企业与农户多赢目标
各取所需

六零零生态农庄固镇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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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固镇示范基地

安徽省副省长周春雨携观摩团
视察固镇六零零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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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制度

微生物活性水技术

现代精准农业技术

光伏新能源

利用中来领先的光伏技术，建立
农村家庭分布式电站网络，为农
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
。农民通过光伏发电增加收入，
实现国家的光伏扶贫战略。

中来采用世界领先生物活性水技
术，打造农村零排放零污染生态
农业，扩大生产，修复土地，解
决中国的土地污染问题以及过度
开发问题。

中来专注现代精准农业技术的研
发，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发
展农产品电商，开发现代物流，
提升土地价值，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农村产业的竞争力。

PV of New Energy

Microbial Activity Water  

绿色能源

循环生态

提升价值

阳光
土地

中来股份理念              共享模式             让农
村更具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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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零生态农庄,
打响全国600个贫困县的扶贫攻坚战!



Jolywood (Suzhou) Sunwatt Co.,Ltd.
Add： No.2 Zhongxing Road., Changkun Industrial Zone, Shajiabang, Changshu, Jiangsu, China
Tel： +86-512-52336611     Fax： +86-512-5233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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