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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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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项目贷款银行关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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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项目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用来偿还贷款 

哪些因素可能导致光伏电站无法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 电站设备的物理灭失 

• 组件质量缺陷 

• 发电量低于预期 

• 其它因素导致电站无法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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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生命周期 
 

项目设计 

建造安装 

商业运营 

项目转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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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角色风险也会有所不同 
— 工程总承包商 / EPC 
— 独立发电商 / IPP、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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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雪荷载 
不满足标准  

 

屋顶承载能力 
 

配重混凝土强度松散 
 

东北地区屋顶保温层 

项目设计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MARSH 5 26 April 2018 

缺陷类型： 
      碎片、气泡、毛发垃圾、电池片栅极
过焊、汇流条弯曲、背膜凹凸不平、表
层玻璃间反射性能不达标等现象 

现状：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于 2015年曾对国
内32个省市、3.3GW的425个包括大型
地面电站和分布式电站所用组件进行检
测，发现30%建成3年的电站都不同程度
出现了组件热斑、衰减、隐裂、蜗牛纹
等一系列问题。 

光伏组件 

项目设计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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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项目设计阶段
风险 

• 设计方案存在缺陷 

• 设备采购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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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商 
 

影响： 

• 项目完工后不能达到合同预期目标，造成第

三方的财务损失所引起的法律赔偿责任。 

• 组件的质量保证及效能异常衰减的风险 

保险解决方案： 

• 专业责任保险/商业错误和疏漏责任保险 

• 25年期组件质量保证保险 

独立发电商或业主 
 

影响：如果工程主体部分由业主自己来完
成，那么想当于业主在此阶段也扮演了总
包商的角色，将面临同样的风险。 
 
如果业主将工程主体部分转包给其它总包
商，那么最好要求总包商购买专业责任保
险，确保在发生责任事故时，总包商有资
金履行其赔偿义务，从而能进一步保障业
主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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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搬运导致隐裂 
 

蛮力安装使扭力不均产生裂缝 
 

赶工期导致线缆无序 
 

偷工减料使电站未达到预期设计标准 
 
 

建造安装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MARSH 

建造安装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建造安装阶段
风险 

• 原材料从工厂运往工地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损失 

• 建造期间因意外事故而引起物质损失 

• 建造期间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物质损失 

• 因意外事故而导致工程延期从而引发财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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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商 

风险： 

• 运输和项目施工过程中的财产物质损失风险 

• 第三者责任风险 

 

保险解决方案： 

• 货物运输保险 

• 建筑安装工程保险 

• 第三方责任保险 

 

独立发电商或业主 
 

如果业主同时担当总包商的角色，业主则需要

考虑自行安排相应的保险。否则业主则需要确

保其雇佣的工程总包商购买相应保险。 

 

另外，作为业主时还需要考虑由于意外事故造

成工程延期，导致项目不能按期投入运行，从

而预期发电减少而引发的收入损失。这种风险

可以通过预期利润损失保险进行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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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营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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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营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商业运营阶段
风险 

•营运期间因意外事故而引起物质损失，及造成营业中断时引发财务损失 

•营运期间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物质损失 

•公司雇员在工作中遭受伤害 

•电站系统发电量低于预期指标 

•天气指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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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商 
 

 
风险：雇员在电站运营维护期间的工伤风险。 
 
保险解决方案：雇主责任保险 

 
 

独立发电商或业主 
 

风险： 

• 财产的物质损失风险 

• 由于财产的物质损失引起的营业中断风险 

• 第三者责任风险 

• 员工工伤风险 

• 发电收益降低风险 

保险解决方案： 

• 财产及营业中断保险 

• 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 雇主责任保险 

• 电站收益保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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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转卖阶段风险 
-及保险解决方案 

项目转卖阶段
风险 

• 并购交易合同保证条款明细表存在遗漏某些事实性问题
的情况 

• 买方无法从卖方获得足够追偿条件的交易。 

• 卖方实体的资产负债表不良或被认为存在不良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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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 
 

影响： 
• 买方会要求卖方将交易价格的一定比

例作为保证金进行第三方托管，因而
影响卖方的当前资本回报率。 
 

保险解决方案： 
• 并购交易保证与赔偿保险 – 卖方保单 

 
收益保证保险能提供的帮助： 
• 如果买方起诉卖方违反保证条款或赔偿条款

时，保单可为卖方提供损失保障。 
• 释放或降低保证金的要求，提高资本

回报率 

买家 
 

影响： 
• 买方常常需要设置一套充分的保证条

款才能筹措足够的资金； 
• 发生违约情况时不能保证可以获得赔

偿。 
 
保险解决方案： 
• 并购交易保证与赔偿保险 – 买方保单 
 
买方保单能提供的帮助： 
• 赔偿买方由于卖方违反其保证条款而导致的

财务损失，可以扩展承保卖方的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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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保险安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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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安排建议 
 

• 采用一揽子保单形式承保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基本风险 

• 一揽子保单应包括以下险种： 

– 货物运输保险 

– 建筑安装工程保险 

– 财产保险及营业中断保险 

– 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 雇主责任保险 

• 采用统括保单的形式 

• 从增强项目吸引力的角度我们建议您考虑安排： 

– 专业责任保险 

– 并购交易保证与赔偿保险 

– 电站收益保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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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达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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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是一
家专业服务公司，致力于提供风险、战
略和人力资本领域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从而协助客户保护并提升价值。 

MMC in Italy      

约55000名员工 
遍布全球各地 
在130多个国家 
开展运营 
约132亿美元  
2016年收入 

15 

战略 风险 

人力资本 

MMC
的优势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全球首屈一指的
风险和再保险中

介  

佳达 
 

提供风险及保险
服务和解决方案
的全球领先企业 

达信 
 

人才、健康、退
休和资领域的全
球领先企业  

美世 
 

管理咨询领域的
全球领先企业 

奥纬 

风险&保险服务 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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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球前10大保险经纪人 
                                                      
                                                    商业保险杂志 
 

公司 2016年经纪收入（美元） 

Marsh & McLennan Cos. 13,230,000,000 

怡安集团 11,787,000,000 

韦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633,000,000 

Arthur J. Gallagher & Co. 2,742,000,000 

怡和保险顾问集团 1,746,454,140 

BB&T Insurance Holdings Inc.  1,582,443,400 

Brown & Brown Inc.  1,355,502,535 

富国银行保险服务公司 1,350,022,000 

Hub International Ltd. 1,147,560,000 

Lockton Companies LLC 1,116,8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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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保险经纪人？ 



张文伟 

达信（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电话：021-60965734 

手机：13917945608 

电邮：david.ww.zhang@marsh.com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

银行大厦30楼30-022 

 

高燕 

达信（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电话：0311-86668612 

手机：15031130616 

电邮：yan.gao@marsh.com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

广场酒店办公楼1203室 

 

刘辰琛 

达信（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电话：0311-86668610 

手机：177 3455 5050  

电邮：Clark.Liu@marsh.com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

广场酒店办公楼1203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