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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电价发展历程

平价光伏发展趋势和市场展望

“十四五”光伏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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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批复电价

2   次特许权招标

8   次标杆电价

10 电价文件

12 次电价调整

0.35-0.49元/Kwh

2009-2020中国光伏电价变化历程





大同二

期
寿阳 渭南 海兴 白城 泗洪 格尔木 达拉特 德令哈 宝应

最低电价 0.39 0.44 0.48 0.44 0.41 0.49 0.31 0.34 0.32 0.46

平均电价 0.408 0.466 0.508 0.455 0.428 0.514 0.316 0.353 0.34 0.474

脱硫煤电价 0.332 0.332 0.3545 0.3644 0.3731 0.391 0.2277 0.2829 0.2277 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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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应用领跑基地入选电价（元/kWh)

最低电价 平均电价 脱硫煤电价

2016年 • 第二批光伏领跑者计划

2017年 • 第三批光伏领跑者计划

2019年 • 光伏领跑奖励基地

2015年 • 第一批光伏领跑者计划

竞价时代开启标志——光伏领跑者计划



平价政策起点——光伏平价试点启动

• 优化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投资环境，切实

降低项目的非技术成本；

• 鼓励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通过绿证交易获

得合理收益补充；

• 认真落实电网企业接网工程建设责任；

• 降低就近直接交易的输配电价及收费；

• 执行固定电价收购政策，合同期限不少于20年，不

要求此类项目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 保障优先发电和全额保障性收购；

• 创新金融支持方式；

• 动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支持机制；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
网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19号）

2019年各省消纳空间（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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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省光伏平价、竞价规模与消纳空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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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 1812/466 3810

平价规模 竞价规模 理论消纳空间

万KW 地面/分布式 ＜光伏申报3903.9

平价+竞价＞电网理论消纳空间

七个省份超过理论消纳空间

四个省份与理论消纳空间持平

十二个省份少于理论消纳空间

已建成规模：约1.5GW



开工率有限

www.islide.cc 9



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市场环境监测评价结果

www.islide.cc 10

变化省份

新疆、甘肃由红转橙（绿），可安排增量

蒙西地区由橙转绿（2019年保价保量1406小时）

北京、上海、山东、海南、重庆和福建由橙转绿

河北三类资源区、陕北地区由绿色转橙色

西藏地区红色持续红色警戒

云南、四川橙色，无法对新能源发电进行保价保量



2020年预计各省消纳空间

受影响因素：
1.疫情期间弃光量；
2.对消纳空间的理解



2020年部分地区平价申报政策汇总

未出政策的省份：山西、黑龙江、吉林、云南、湖北、浙江、甘肃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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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仅安排竞价：
• 内蒙古
• 贵州

储备较多省份
• 广东
• 河北
• 山西
• 陕西（榆林）
• 山东
• 青海
• 宁夏

计划平价规模

• 青海-1.2GW 平价单体100万/个
• 云南-2GW

• 广东-1.5GW

• 辽宁-1.5GW

• 吉林-1.5GW

• 河南-不新增备案

未明确：
• 新疆
• 甘肃

2020年国内光伏平价预估规模图



电网 合规

消纳空间

在收益率要求过关的前提下，抢
消纳空间成为平/竞价选择的重
要因素。风光同台竞争消纳空间；
光伏平/竞价争夺消纳空间。

投产时间
大部分要求竞价项目2020年底前
并网，平价项目只要求2020年底
前开工，陕西、天津规定了开工
标准（10%支架基础安装）。

申报文件

广东、重庆要求出具电网接入
系统报告的批复文件、宁夏项
目接入消纳方案，其他为消纳
支持性文件或者统一出具。

工期

2020年国内平价光伏申报关注点



2020年组件需求及价格展望

国内外疫情影响 全球需求下修 上下游投资延缓 行业格局持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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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成本

投资
趋势

结构
规模

政策
管理

技术加速进步成本有序降低

产能持续扩张 集中度加强

国企发力电站业务 开发模式多元化

外资青睐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发力海外

工商业分布式从热到冷回归理性发展

户用分布式光伏回暖 热点地区明显

多项政策指明方向 细节有待清晰

各级主管部门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平价时代 之 管理模式：从规划到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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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级

地、市级

省级

国家层面

省级电网

电网公司

地、市电网



平价时代 之 市场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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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模式

基地模式

资源置换模式

消纳包圆模式

• 找地、按步骤申报

• 由地方政府协调相关资源、统一配置优选

• 产业投资或火电资源配套

• 通过提供外送通道或消纳空间获得开发资源



平价时代之特高压基地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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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送出重点地区

风光消纳重点地区



平价时代之分布式光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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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5
外资进入

道达尔

ENGIE

特斯拉

…

国有企业

谨慎试探

03

0402

业主自投

自发自用

量级增加

BIPV推广

建筑+

清洁+

直供电项目

MW级以下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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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明确

• 文件依据

• 罚则措施

• 配额制…

20年固定电价及全额收购

• 技术降本

• 电能质量

• 电网融和

发电效率及电能质量提升

• 跨省输送

• 偏差考核

• 两个细则

• ….

电力交易市场及辅助市场

• 分布式电力交易

• 直供

• +储能

• +制氢

• +土地综合治理

多种探索创新前行

平价时代之资产投资挑战

？ ？



非技术成本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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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税费

接网工程

金融支持

……



回归市场本质看光伏：平价时代，行业跳出计划政策管控思维，跳出大
能源思维，换个角度：能源最终是一切工业生产的原料，用商业交易规
则重新审视投资、从利用端看能源供应，来思考平价时代的投资和运营。

多种形式承担社会责任：纳税！因为三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光伏被
不少地方拒之门外，所以制造资源换开发资源的形式越来越多，多种
形式实现与其他电力形式“平起平坐”，靠实力赢得发展“尊严”。

平价是新时代的起点：是与其他电力同步的新起点，光伏行业有顽
强的自生长和自修复能力，这是行业生存的核心竞争力，去补贴之
后的“十四五”，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平价时代之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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