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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文件要求，为做好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

竞价申报工作，受国家能源局委托，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基于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建设了光伏发电国家补贴竞价

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补贴竞价系统”）。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通过招标等竞争性配

置确定本省（区、市）拟申报项目名单后，再组织相关企业通过补贴竞价系统填

报项目信息。 

2 平台用户及职责 

2.1 平台用户 

    信息平台用户包括：国家能源局、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光伏发电项目单位，

以及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2.2 用户职责 

  1、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监测、管理全国范围内 2019 年新建光伏发电项目信息，定期

公开发布行业发展信息，引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省级能源主管部门 

1）组织光伏发电企业填报光伏电站竞价申报信息； 

2）填报上传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申报材料，并对申报项目信息和相关支持性

文件进行审核提交。 

3、光伏发电项目单位 

填报项目基本信息和电价信息，上传相关支持性文件。  

4、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是技术支持单位，主要职责有： 

1）对申报项目信息进行资料齐备性校验和复核； 

2）通过补贴竞价系统对申报项目全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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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光伏竞价排序成果初稿，报送国家能源局； 

4）技术支持和日常维护。 

3 光伏发电企业在线申报操作 

3.1 企业光伏竞价信息申报流程 

（1）普通光伏电站企业信息填报流程 

 

（2）工商业分布式发电企业信息填报流程 

 

 

3.2 信息平台链接 

信息平台链接可位于国家能源局官网首页的在线办事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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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登录界面： 

 

 

3.3 光伏发电企业用户注册 

信息平台登录界面，点击【注册】按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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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用户登录管理系统时，命名规则建议用本企业名称拼音首字母，

（例如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用户名建议为：hnxnygfyxgs） 

【密码】密码必须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否则【提交】

按钮无法点击。 

填报新信息填写日常通过平台填报信息的人员信息，联系人手机用于平台登

录时进行短信验证码验证。 

注意：系统中带“*”号的是必填信息。 

信息填报人员完成注册表填写后点击【提交】，提交注册信息，待系统管理

员审核后即可使用新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如果用户审核未通过，登录时会提示“账号无效！” 

    注：请勿短时间内频繁登录，否则短信验证码将延迟发送。 

3.4 信息平台登录 

 登录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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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平台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单击【获取短信码】

后输入手机收到的四位短信验证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信息平台首页： 

 

3.5 项目代码获取方法 

如果光伏项目已经备案，但还未取得年度方案指标或不属于基地项目，在

申请光伏竞价前需要先在系统中生成项目代码，项目代码获取方式如下： 

企业进入系统后选择“项目信息填报-并网太阳能发电项目”，点击【新增】

按钮填写项目前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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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否已核准备案”、“是否已列入年度开发方案”、“是否为基地项

目”都选择“是”，基地名称选择“XX 省 2019 年光伏补贴竞价申报项目”，“基

地规划文件”为非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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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点击项目名称继续填报“核准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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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数据”，即可获得项目代码： 

 

3.6 光伏发电竞争配置 

光伏发电竞争配置模块包括竞价资格申请、项目填报（包括基本信息填报和

电价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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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竞价资格申请 

仅普通光伏电站（集中式电站）企业需要填报竞价资格申请，并由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企业才可进行项目信息填报。 

分布式光伏发电企业不需填报竞价资格申请，可以直接填报分布式发电

竞价项目信息。 

竞价资格申请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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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资格申请”中企业基本信息自动引用企业注册时填报的相关信息，企业

需要选择光伏电站项目所在省份，并在“拟报项目信息”中填写拟申报普通光伏电

站的项目名称、装机容量和项目场址信息，每个项目一行，页面如下： 

 

填写完毕后，点击“申请”。 

注意：竞价资格申请提交后不可返回，不可修改，请确认无误后再提交。 

 

企业的竞价资格通过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便可填报普通光伏电站

项目信息。注意企业对每个省的竞价资格申请只能提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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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项目填报 

1.基本信息填报 

点击“填报”可以新增申报项目。 

 

普通光伏电站企业竞价资格未经过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核通过时，不能填报

普通光伏电站项目，系统会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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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光伏电站企业竞价资格审核通过时，填报界面如下： 

 

其中，“项目类型”包括三类：普通光伏电站（集中式光伏）、全额上网工商

业分布式光伏和自发自用、余量上网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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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业主招标”，如果选择“否”需要进行说明情况： 

 

 

项目的前期工作开展情况，根据项目实际建设阶段，相应选择前期工作、

在建或建成并网。

 

如果项目 “建成并网”，需要填写项目代码（通过信息平台生成，16 位）、

备案文件和并网支持性文件： 

 

 

如果项目已备案未建成并网，选择“在建”，需要填写项目代码、上传项目

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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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尚未备案，选择“前期工作”，需要填写前期工作说明、前期工作

成果文件名，并提交前期工作成果文件：

 

    项目需要上传落实接网消纳文件、用地文件，附件均为 pdf 格式文件，如果

上述文件上传的格式有误，会有感叹号提示： 

 

最后一项附件“其他支持性文件”不是必填项： 

 

附件上传，点击“点击进行附件上传”： 

 

点击“浏览”，可选择需要上传的附件，点击“清空上传”可以取消已上传的所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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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并点击“附件删除”可以删掉上传错误的附件： 

 

也可以在退出后，再次点击“上传附件”，删除不需要的文件： 

 

之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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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状态的项目， 勾选后点击“修改”，可以进行再次编辑： 

 

企业完成项目信息填报，提交前应承诺该申报项目建设场地不占用基本农田

且不涉及生态红线等限制开发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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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项目状态变为“省审核中”，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进

行基本信息审核： 

 

在提交后，可以进行项目信息“导出”操作： 

 

审核通过后，界面如下： 

 

当项目基本信息填报有误，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可以返回填报的项目，点击“原

因”可以查看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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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一条项目，并点击“修改”，修改完成后，需要再次提交，并等待省级能

源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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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价填报 

项目“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后，企业才可以填写“电价填报”，界面如下： 

 

点击“填报”，或者勾选一个项目并点击“电价填报”， 

 

进入界面，填写补贴竞价申报上网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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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填写完毕后需要点击“提交”，此处提交不可修改、不可返回，请务必

检查无误后再提交： 

 

提交后，电价信息为“省审核中”，等待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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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审核通过（或不通过）后，界面如下： 

 

填报完毕后，企业可导出项目报表。 

 

 

4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线审核操作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完成地方光伏项目竞争性配置并确定拟申报项目名单后，

组织光伏发电企业通过平台填报光伏项目竞价信息。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线对本

省（区、市）申报项目基本信息、电价信息及相关支持性文件进行审核、并上传

省级支持性文件后，整体将本省申报材料提交至信息中心。 

4.1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主要业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主要业务包括：普通光伏电站企业竞价资格审核、申报

项目基本信息审核、申报项目电价信息审核、省级支持性文件填报、申报材料统

一确认提交，提交后可导出项目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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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主要业务功能

光伏电站
企业竞价

资格审核

项目基本

信息审核

项目电价

信息审核

省级支持
性文件填

报

申报材料

确认提交
导出报表

    

4.2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用户注册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通过平台登录界面【使用指南】，下载“各省地市级县级能

源主管部门账号注册表”。  

注册表下载如图：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填写账号注册表后发信息中心邮箱 renewable2020@126.com，

信息中心设置登录用户名和初始密码。 

mailto:renewable202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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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之前已注册的信息平台用户名仍然有效，无需重新注册。  

4.3 信息平台登录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和短信验证码，即可登录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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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光伏发电竞争配置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登录信息平台，在主界面左侧功能栏有光伏发电竞争配置

模块，包括项目信息审核、项目信息查询、省级支持性文件填报和申报材料确认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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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信息审核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通过补贴竞价系统对项目申报信息的合规性和信息完

整性进行审核。信息完整性审核是审核申报项目信息是否填写完整、附件是否上

传；合规性审核是审核申报项目的补贴申报资格、项目建设的合规性和信息填报

的正确性。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选择“光伏电站竞争配置→信息审核”，可以审核普通光伏

电站企业的竞价资格、申报项目的基本信息和电价信息。 

 

1.竞价资格审核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选择“光伏电站竞争配置→信息审核→竞价资格审核”，可

以查看已提交资格申请的普通光伏电站企业相关信息，并进行审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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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光伏电站企业必须通过竞价资格审核后，才能填报项目信息。分布式发

电企业无需申请资格审核，可直接通过补贴竞价系统填报分布式光伏项目信息。 

竞价资格审核页面如下： 

 

点击“待审核”，查看申报项目资格申请信息，选择“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 

注意：竞价资格审核为一次性审核，审核信息不可退回，审核结果不可修改。 

 

 

2.基本信息审核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选择“光伏电站竞争配置→信息审核→基本信息审核”，

可以审核查看申报项目的基本信息并进行审核操作。  

点击“审核”，对项目的基本信息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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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下方的审核结果处，可以选择“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或“修改返回”。

选择“审核不通过”则该项目无法再次修改或申报，选择“修改返回”可以将项目

信息返回至企业，企业按照意见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 

 

 

3.电价信息审核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核通过项目基本信息后，企业方可填报项目电价信息。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选择“光伏电站竞争配置→信息审核→电价信息审核”，可以审

核查看已填提交电价信息的光伏项目，并可进行审核。 

对项目电价信息进行审核，点击“未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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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果可以选择“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 

 

项目电价信息审核通过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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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电价信息审核不通过状态显示： 

 

4.4.2 项目信息查询 

1.信息查询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可通过“项目信息查询-信息查询”查看本省（区、市）审核

通过的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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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选择项目进行报表导出操作： 

 

 

2.信息统计 

【信息统计】中可以查询本省（区、市）已通过审核的申报项目不同类型的

项目个数、装机容量、预期年发电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等统计信息：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光伏发电国家补贴竞价信息系统 

35 

 

 

4.4.3 省级支持性文件填报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需要填写本省（区、市）光伏消纳能力、申报规模等信息，

并上传省级相关支持性文件。具体操作是点击【填报】按钮，新增 2019 年的申

报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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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正文上传是上传本省（区、市）光伏发电国家补贴项目申报材料正

式盖章版本。 

（2）年度选择“2019”。 

（3）“本年度全省新增光伏消纳能力”：需要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能源派出监

管机构和电网企业共同论证。不含已纳入国家规模、今年已投产的结转项目。 

（4）“本年度已安排平价光伏项目消纳能力”：不得低于国家公布的本年度全

省光伏平价项目总规模。 

（5）“本年度申报竞价项目规模”不得超过“本年度可安排竞价项目消纳能

力” 。 

（6）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需要提交的附件（pdf 格式）包括本省（区、市）电

力消纳市场和接入系统研究报告、省级电网公司出具的接网消纳支持性文件、本

省光伏发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方案和综合服务保障及配套支持性文件。点击【浏

览】进行附件上传，可进行附件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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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填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点击“修改”按钮，可以对已填报信

息进行修改： 

 

4.4.4 申报材料确认提交 

通过左侧导航栏点击【申报材料确认提交】进入申报材料提交界面，需注意

提醒的提交截止时间，请在截止时间前完成申报材料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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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后，可以查看已填报的信息和上传的省级支持性文件，以及通过审

核的申报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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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页面最下方的“提交”按钮。提交后不可撤回、不

可修改申报信息。提交后可导出项目报表。 

注意：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国家能源局纸质申报材料有关信息应与在线提

交申报信息一致，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以报送系统申报信息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