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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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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1日在上海市金外滩挂牌 上海金外滩中民投总部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全国工商联联合国内59家大型民营企业发起、经

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我国目前唯一一家“中”字头的大型民营投资集团。

2014年5月9日在上海注册，8月21日挂牌。注册资本500亿元。



“中民投显著的
功能或者特点就
是集聚民间资本
力量，把单个民
营资本的小舢板
打造成航空母舰；
中民投要做中国
民营资本投资的
领军者。”
       —董文标





2014年10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金80亿元，是中民投在新能源领域的专业投资平台。

全球优秀的新能源发电运营商
创新整合能源金融的典范
行业先进技术、先进商业模式和先进扶贫致富的代表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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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历程

近两年时间，已在8省、区投运电站共计18个，
项目指标1.4GW，实际并网1.131GW；国内
最大单体电站380MW成功并网投运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宁
夏回族自治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5.10

2015.4

2014.10

2014.8

2016.6

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注
册资本金80亿元

宁夏盐池2GW全球最大单体光伏
项目开工奠基

宁夏同心200MW电站并网发电

宁夏（盐池）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项目一期380MW成功并网发电

1.1 公司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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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目标（三年）：成为以新
能源为核心的国际一流投资运营集团，
逐步达到千亿级市值公司

Ø 业务多元化：在光伏之后，布局地热能、
生物质能、储能以及能源互联网等项目
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Ø 经营全球化：瞄准一带一路，搭乘集团
航空母舰，逐步布局国际市场

短期目标（年内）：进入光伏企业3强

Ø 光伏电站装机3GW、并网2GW
Ø 快速抢占分布式市场
Ø 成为中民投扶贫的名片

前言-中民新能战略规划

1.1 发展历程1.3 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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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伏行业发展概况

全球光伏年新增量情景分析（ 2016-2019年）

Ø 2016年新增40-68GW

Ø 2019年新增45-90GW



一、光伏行业发展概况



Ø 2015年新增前3位：
中国、日本、美国

Ø 除南极洲外，各大
洲装机容量均达到
或超过1GW

Ø 全世界22国家装机
容量超过1GW

Ø 2015年，全球装机
容量227GW

一、光伏行业发展概况



一、光伏行业发展概况

Ø 前5位（ > 15GW）：

中、德、日、美、意

Ø 装机增加最多的是中

国15.2GW，日本11GW

Ø 全世界22国家装机容

量超过1GW

Ø 2015年，全球装机容

量227GW



光伏装机容量增速较快，西北五省弃光现象仍然严重

Ø 西北五省(区)新增光伏发电并网容量178.7万千瓦；

Ø 平均利用小时数611小时，弃光电量32.8亿千瓦时，弃光率19.7%；

Ø 新疆、甘肃光伏发电运行较为困难，弃光率为32.4%和32.1%；宁夏弃光率

10.9%；青海弃光率3.2%；陕西首次发生弃光限电情况，弃光率为1.7%。

一、光伏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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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Ø 标杆电价：0.80、 0.88、 0.98元/千瓦时

Ø 较2015年 差价：一类、二类、 三类资源区分别降低10分钱、 7分钱和2分钱 

Ø 随着光伏制造成本的降低，预计光伏标杆电价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 并且政府鼓励招标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光伏发电项

Ø 在领跑者招标实施过程中，电价不宜下降太快，导致项目落地困难，避免为了中标恶性竞争

光伏标杆电价趋势图                    光伏标杆电价区域分布

1. 电价降幅不易太大，保证收益，提升投资抗风险能力



光伏发电电价调整方案（讨论稿）

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1. 电价降幅不易太大，保证收益，提升投资抗风险能力

Ø 讨论稿指出到2020年三类
地区的价格分别为0.72、
0.8和0.9元/W

Ø 2016年初，国内一些研究
机构预测2024年可平价上
网

Ø 2016年下半年光伏组件下
降较快，目前竞标项目价
格最低为3.05元/kw，一些
研究机构认为2019年前有
可能实现平价上网



2. 保障现金流安全，提高国家补贴发放进度

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Ø 2013年——2015年，补贴未到位；

Ø 补贴缺口加大， 2016年上半年，补贴累计缺口500多亿元；

Ø 风电、光伏与煤电价差不断减小，附加应收尽收，当年的附加需求为3.1分/千瓦时，

光伏补贴需求占比40%左右；

Ø 光伏发电企业拿到补贴的年限推迟2-3年，造成电站投产初期现金流不足，进一步影

响光伏企业的发展和规模化。



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Ø 补贴下降的大前提是保障发电项目的回报率，否则，削减补贴只会导致新能源行业投资减

少的局面

Ø 若3年补贴资金拖欠，则会影响成本0.03元/千瓦时，造成投产后现金流不足

Ø 虽然产业的技术进步给未来电价的调整提供了空间，但是限电和补贴延迟等非直接经济因

素也是未来电价调整需要考虑的因素

Ø 提高补贴的发放时间进度，更好的解决弃光应与降低标杆电价同样重要

2. 保障现金流安全，提高国家补贴发放进度



3. 进一步关注科技发展进度，如领跑者，大力提升组件等效率

Ø 技术创新是中国光伏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Ø 随着科技发展，光伏组件效率提高较快，光伏成本随之下降

Ø “领跑者”计划旨在鼓励能效光伏“领跑者”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推广

Ø 推动创新技术成果转化，促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4、部分地区降低结算电价，影响投资收益

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5、 着重落实限电地区光伏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Ø 目前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超过200万千瓦的主要省份有：西部区域的甘肃、

新疆、青海、内蒙、宁夏以及东部区域的江苏

Ø 发电受限原因主要包括用电需求增长放缓，消纳市场总量不足、电网调峰

能力和送出能力不足、部分区域受网架约束影响消纳

Ø 新疆新能源发电受限最主要的原因是电网调峰能力不足，所致的弃风、弃

光分别占弃风、弃光总电量的77.1%和78.6%；甘肃、宁夏目前新能源发

电受限最主要的原因是辖区内消纳能力严重不足

Ø 国家通过采取减少限电地区建设指标、加大电网通道外送力度等措施降低

因限电对光伏行业的影响，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

Ø 加大分布式光伏电站、渔光、农光、牧光等土地综合利用项目推广

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6、开发项目政府要求配套，政府变相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

    以某一50MW光伏项目为例，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政府公共部分

基础建设费及配套费如果为2000-4500万，成本会增加0.04-

0.0.07元/W，增加了投资企业的成本。

二、可持续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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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一是政策的扶持：建议国家和地方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简化认定程

序补贴及时到位，并在土地费用、融资成本以及税收等方面给予支

持，继续提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标准， 扩充资金来源渠道

Ø 二是技术的进步与创新：通过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一批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能源技术装备、关键部件及材料对外

依存度显著降低，进一步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

Ø 三是拓宽融资模式：目前的融资模式为银行贷款、众筹模式、互联

网金融渠道、融资租赁和信托、资产证券化、定增+可换股债券、

光伏产业基金等，投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选择一种或几种不同模

式，推动光伏行业健康发展

结论和建议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www.cm-inv.com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