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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三五规划回顾



4 关于发展规模

u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和国家电网、南方

电网及有关机构，在2019年底前完成有关政策实施准

备工作，自2020年1月1日起全面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

考核。

u 本通知中的2020年消纳责任权重用于指导各省级行政

区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实施进展情况适度调整，在2020年3月底前

正式下达各省级行政区域当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任权重。

u 对于实际完成消纳量超过本区域激励性消纳责任权重

对应消纳量的省级行政区域，超出激励性消纳责任权

重部分的消纳量折算的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该区域能耗

“双控”考核

u 本通知有效期为5年，将视情况适时对有关政策进行

调整完善。

u 今后各省基地规划的规模不再受年度发展规模的限制

u 各省完成超额的规模可以用于外送给其他省



5 政策要求

十四五能源规划已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

独编制太阳能和风能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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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思路



7 多能融合发展的现代能源体系

光伏 风电 生物质能

氢能 储能

总体规划 专项报告 实施
办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战略思想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十九大报告）



8 多种能源互补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

水电

风电
光电

火电

蓄能

多能互补
电力系统



9 各类电源出力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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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洁、低
碳

安全、高
效

能源供
给革命

能源技
术革命

能源消
费革命

能源体
制革命

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分期建设

ü实施动态管理机制

ü竞争性资源配置

ü贯彻实施《能源法》

ü构建多轮驱动能源供应体系

ü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给比例

ü基地+绿色生产

ü清洁能源西电东送、北电南供

ü加强调峰电源与输电通道建设的平衡发展

ü绿色消费，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

ü终端用能领域可再生能源电能替代

ü先进技术应用、源网协同发展、低成本

ü能源智能化、数字化、高效率

ü综合能源服务，实现多种能源调度、与电网互动

ü探索源端多能互补，提高电能质量

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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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未来推进光伏应用发展的主要任务



12 未来光伏电站设计理念

建设

退役

运行

环境友好型
建设过程中生态建设方案

运行中环境保护措施

退役后的环境修复问题

电网友好型
电站本身采用适宜的关键设备

积极开展电网友好性相关课题研究



13 近期：集约化利用土地是发展方向

u 《光伏发电系统效能规范》

u 4.12 条  单位面积安装容量

           单位面积安装容量指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容量与光伏发电系统总占地面积的比值；

u 4.13条 单位面积上网电量

         单位面积上网电量指光伏发电系统评价周期内的总上网电量与光伏发电系统总占地面

积的比值；

u 4.14条  单位面积发电收益

          单位面积发电收益指光伏发电系统评价周期内的总发电收益现值与光伏发电系统总占

地面积的比值；

u 5.2.4条  单位面积效能

        单位面积效能指标主要包括单位面积安装容量指标、单位面积发电量指标、单

位面积发电收益和单位面积经济收益指标；

系统效能指标：

n 发电能力、系统效能比、度电成本、单位面积效能、外部效益

n 本规范预计今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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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100MW,土地属性为未利用地） 单价（元/亩） 亩数 费用 单瓦费用(元）

永久征地费（35kV汇集站、110kV升压站、箱变基础) 43333 12 520002 0.005 
征地补偿费 272 2800 761600 0.01 
场地平整费 1000 2800 2800000 0.03 
林光互补费 1300 2800 3640000 0.04 

耕地占用税（计算组件桩基面积） 20000 3.30 66000 0.0007 
城镇土地使用税（点征面积） 1600 15 24000 0.0001 

接入费（330kV) 0.1-0.35元/w 0.20 
外送线路、退役恢复费等 0.1-0.3元/w 0.20 

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建设期利息、协调费、前期手续、
扶贫等）

0.05-0.15元/w 0.10 

非技术成本合计 　 　 63726882 0.58 
光伏发电系统（含110kV升压站、动态) 330000000 3.30 

总计 　 3.88
某项目（1OOMW,土地属性为一般农用地） 单价（元/亩） 亩数 费用（元） 单瓦费用(元）

永久征地费（35kV汇集站、110kV升压站、箱变基础) 100000 12 1200000 0.012 

耕地占用税（9元/m2) 6000 2800 16800000 0.17 
城镇土地使用税（3-15元/m2,每年缴纳） 3333 2800 9332400 0.09 

土地租金（一次性缴纳25年） 300 2800 840000 0.01 
植被恢复费（4元/m2) 1500 2800 4200000 0.04 

复垦保证金 6000 2800 7466704 0.07 
外送线路、储能、退役恢复费等 0.1-0.5元/w 0.40 

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建设期利息、协调费、前期手续、
扶贫等）

0.1-0.3元/w 0.20 

农光互补费 　 　 12000000 0.12 
非技术成本合计 　 　 32372400 0.82 

光伏发电系统（含110kV升压站、动态) 330000000 3.30 
总计 　 4.42 

非技术成本



15 降低非技术成本的途径



16 未来光伏电站设计理念

光伏

环境整
治

农业

旅游景观

生态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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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创新技术应用方式，促进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多举措推动储能

产业发展，提高

电网安全可靠性
用户侧重点推广以综合能源为主的储能应用

发挥光伏的成本优势，利用水电/火电机组+储能+光热发电联合调频
重点发展光伏+储能

探索源端多能互

补，建设电网友

好型、环境友好

型电站

光伏已经成为成本最低的可再生电力，部分地区可做到低价；

深入推进“光伏+”发展模式；

风光同场、混合电站、储能（热）、光热电站、数字电站；

光伏+生态治理、荒漠化恢复；光伏+供暖；扩宽应用场景；

未来推进光伏发展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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