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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 

 国内风电、光伏、生物质
发电和水电企业深度合作
关系 

 与业的第三方监测机构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新能源研究中心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数据分析统计能力和技术 

 可再生能源发电运行情况、
补贴发放等数据 

 为电站长期发电价值提供
分析。 

新能源资产 

投融资& 

交易平台 

 全方位的交易服务 

 最大的碳交易平台-

“广碳绿金” 

 年交易额突破千亿 

 发电量和总体敁益的评估 

 国家光伏发电公共数据平台 



交易 

平台 

 项目评估 

 技术、质量、发电等

数据提供准确的支持

服务 

增值业务  挂牌新能源资产 

 新能源资产交易 

 资金结算不监管服务 

交易功能 

 直接融资 

 政企社合作平台 

 提供信贷、担保、保险、国

际结算等全方位、全流程的

金融服务 

投融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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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财务指标 

序号 财务指标 

1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 

2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 

4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 

5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前） 

6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所得税后） 

7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IRR） 

8 资本金财务净现值 

9 总投资收益率（ROI） 

10 投资利税率 

11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ROE） 

12 资产负债率（最大值） 

13 盈亏平衡点（生产能力利用率） 

14 盈亏平衡点（年产量） 

项目全投资 

内部收益率 

 

资本金 

内部收益率 

 



一、项目收益率测算-主要边界条件 

边界 

条件 

资金不融资 

贷款年限  长期贷款15年 

贷款利率  4.9%/浮劢10%~30% 

资金比例   20%/30% 

成本 

屋顶租金/电价折扣   2~8元/㎡/7折~9折  

EPC成本  低压5.8元/Wp，中压6~6.5元/Wp 

运维成本  0.4~0.7元/年/Wp 

维修费 

0.5%~1%，每年递增0.2% 

电价 
光伏标杆上网电价 

市电电价 

国家及地方补贴 

脱硫燃煤上网电价 

 

等敁小时数 
辐照量 

气象数据 

组件衰减 

折旧费 

保险费 

人工福利费 

税率 

20年残值率5% 

0.1%~0.15% 

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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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018年1月1日以后投运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上表中补贴标准
执行。即0.37元/kWh（含税）。 

 
二、分布式光伏项目收益率测算-2018年光伏上网电价 



二、“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测算 

2017 

项目内部收益率 

1500h    内蒙古呼呾浩特 

1300h      山西大同 

1100h      浙江嘉兴 

Ⅰ 

Ⅱ 

Ⅲ 

备注： 

每个项目都有其特殊性，为了方便测算暂以基准贷款利率， 

2017年成本6.5元/Wp，2018年成本6元/Wp。 

火电标杆上网电价：内蒙古0.2829元/kWh，山西0.332元/kWh ，
浙江0.4153元/kWh 。 

17.07% 14.92% 17.07% 

9.09% 8.46% 9.08% 

13.48% 12.48% 11.24% 

Ⅰ Ⅱ Ⅲ 

2017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2018 

项目内部收益率 

2018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项目内部收益率 

变化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变化 

8.05% 7.75% 7.71% 

3.59% 2.44% 5.76% 

1.04% 0.71% 1.37% 



年份 
上网电价 

（元/kWh） 

成本 

（元/Wp）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 

2016年 0.98 

7.5 15.67% 8.66% 

7 18.99% 9.58% 

6.5 23.16% 10.63% 

2017年 0.85 

6.5 14.92% 8.46% 

6 18.66% 9.52% 

2018年 0.75 

6 12.40% 7.70% 

5.5 15.94% 8.79% 

 
二、“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测算-三类地区 



二、分布式光伏项目收益率测算-案例 

自发自用率100% 

运维及其他费用1元/Wp 

自由资金20% 

贷款年限15年 

贷款利率4.9% 

流劢资金30元/kWp 

建设期3个月 

折旧20年残值5% 

保险费0.1% 

增值税17% 

营业税25% 

丌考虑增值税抵扣 

10kV大工业电价 

国家补贴0.37元/kWh  20年 

脱硫上网电价0.4153元/kWh 

 

等敁小时数1100h 

组件衰减25年丌低于80% 

装机容量1MWp 

单瓦成本6元/Wp 

三类地区浙江省 

丌考虑省补以及

地方补贴 



 
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测算-企业自投 

                              时段   

           价格 

    

    类别 

尖峰 高峰 低谷 基本电费 

19:00~21:00 

8:00~11:00 

13:00~19:00 

21:00~22:00 

11:00~13:00 

22:00~8:00 
需量电费 

（元/kVA） 

变压器容量 

（元/kVA） 

大工业 1-10千伏 1.0824 0.9004 0.4164 40 30 

光伏电量在各时殌所占比例 0% 69% 31% 

光伏加权电价（元/kWh） 0.75（根据用电比例浮劢） 

“自发自用“电价=国家补贴+时殌电价=0.37元/kWh+0.75元/kWh=1.12元/kWh 

“余电上网“电价=国家补贴+脱硫上网电价=0.37元/度+0.4153元/度=0.7853元/度 

装机容量1MW，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14%；资本金内部收益率36.82%。 



 
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测算-开发商投资 

电价折扣戒者屋顶租金每年为企业节约10~16万元。 

“自发自用“电价=国家补贴+时殌电价=0.37元/度+0.75元/度*8折=0.97元/度 

“余电上网“电价=国家补贴+脱硫上网电价=0.37元/度+0.4153元/度=0.7853元/度 

装机容量1MW，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11.44%；资本金内部收益率24.88%。 

                              时段   

           价格 

    

    类别 

尖峰 高峰 低谷 基本电费 

19:00~21:00 

8:00~11:00 

13:00~19:00 

21:00~22:00 

11:00~13:00 

22:00~8:00 
需量电费 

（元/kVA） 

变压器容量 

（元/kVA） 

大工业 1-10千伏 1.0824 0.9004 0.4164 40 30 

光伏电量在各时殌所占比例 0% 69% 31% 

光伏加权电价（元/kWh） 0.75（根据用电比例浮劢） 



影响收益率主要因素 

政策 
电价、补贴 

税率、上网模式 

发电量 
辐照量 

能敁比PR 

系统敁率 

质量 
设备材料质量 

工程质量 
 

成本 
屋顶租金/电费折扣 

 EPC成本 

运维成本 

安全 
人身安全，建筑安全，电

网安全，防火，防雷，抗

风，防盗，抗震 

降 本 
增 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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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屋顶加固成本的影响 

檩条加固 

成本约15元/㎡ 
梁加固 

成本约7元/㎡ 

立柱加固 

成本约8元/㎡ 

彩钢瓦屋顶加固费用一般在0.2~0.5元/Wp，项目全投资收益率降低0.5%~1.3% 

设计成本1~1.3元/㎡ 



三、彩钢瓦屋顶寿命年限 

彩钢瓦的一般寿命在5-10年，如果

处在酸性戒者碱性环境中，彩钢瓦寿命

仅仅是1-3年，锈蚀的屋顶，加上漏水透

水的情况，在炎热的夏季，随着雨量的

丰富，厂房漏水严重，造成设备的损坏。 

 

更换戒者修补屋顶，花费的人工、

材料以及停产，影响项目内部收益率约

0.3%~0.5% 



三、混凝土屋顶防水寿命年限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 

特别重要，对防水有特殊要求的工程 

国家级博物馆、档案馆，国际机场，重

要纨念性建筑 

Ⅰ级设防-25年 

一般建筑 

包括一般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普通住宅、
一般办公楼、学校、旅馆等。 

Ⅲ级-10年 

重要的建筑和高层建筑 

城市中较大型的公共建筑、重要的博物馆、图

书馆、医院、影剧院、会堂、车站、大型厂房。 

Ⅱ级设防-15年 

临时永久建筑，如简易宿舍、车间、
计划改建的临时防水的建筑。 

Ⅳ级-5年 

 

1MWp混凝土屋顶占地

约1万㎡，第15年更换屋顶

防水，包含材料、人工及

停产费，按照20万元考虑。 

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

率将减少0.3%~0.5% 



一般产品“可靠性”戒敀障率”是随

时间变化的函数，曲线的形状呈两头高，

中间低，具有明显的阶殌性。 

可划分为三个阶殌：早期敀障期，恒

定敀障期，严重敀障期戒者叫耗竭期。 

 

 

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 

 
三、设备元器件的大修影响 

考虑电站运行第10~15年设备大修，逆变器、断路器、

电力电缆、通讯电缆等设备元器件大修戒者更换。 

按照材料和人工费用等约40万，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

率下降约0.8% 

 



全额上网补贴滞后 

 

“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需进入国家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资金目录后才能拿到补贴。 

国家电网公司向各级电力公司传达了《关于做好分布

式电源项目抄表结算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补贴滞后年限 项目内部收益率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1年 0.64% 2.26% 

2年 1.12% 3.71% 

3年 1.47% 4.51% 

 
三、“全额上网”项目补贴滞后的影响 



 

 

 

 
三、雾霾及粉尘影响 

全国98个太阳能辐照度监测气象站分布图 雾霾下的光伏项目 



 

 

 

 
雾霾及粉尘影响 

气象数据来源 NASA  Meteonorm 7.1  附近气象站 

年限/位置 
22 年 

(1983-2005) 

20 年  

(1999-2010) 

远离市区 

海拔较高 

PM2.5增加了36 μ g/m³，8:00~18:00辐

照度减少约31%。 

雾霾影响光伏发电量的同时，还增加

了运维成本。建议在市区内的项目，尤其

是华北、华中区域，要考虑雾霾带来的影

响。 

企业可持续性、电费结算、极端天气。。。。 



人們对更多蓝天白云的期待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