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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公司介绍

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方财团）于1996年为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关于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决策，在李岚清

副总理亲自倡导和支持下，由中央、省、市十四家国有大企业组建而成。是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512）

的中方投资主体单位，中新集团对外合作有：苏通、苏宿、苏滁、苏嘉、苏银等多个100平方公里+的合作园区。

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中国中央电视台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农银（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化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省属股东 7.69%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市属股东 59.08%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央企股东 33.23%

中方财团
股东分布



一、背景 公司介绍

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方财团）2015年转型投资能源，一是持有优质的能的能源资产；二是围绕供给侧改革，

提供区域内综合能源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成为苏州能源领域投资的“领头羊”。

中鑫能源&中鑫配售电目标是围绕用户侧投资分布式能源项目，为用户提供“绿色节能降费的解决方案”：

一是提供优惠的供电技术：风电、光伏、储能等；

二是降低用户的能耗：能源站、空调节能、空压机改造等；

√风电

√光伏

√储能

√充电桩

√能源站

中鑫配售电
用户

合作
伙伴

√电能质量优化

√空调节能改造

√空压机改造

√LED改造

√储热

√替代方式

√节约用能

√绿色电力

√安全用电                                          

√优化用电

√数据挖掘 



一、背景 光伏模式特点

高风险高收益：建筑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低风险低收益：地面+全额并网
•业主资信
•电费到账周期
•电价高

•土地税赋
•土地合规……
•前期手续繁琐

•使用寿命
•运维风险高
•他人影响

•电价低
•无收电费风险

自发自
用余电
上网

地面

建、构
筑物结

合

全额并
网

不论何种方式的排列组合，都绕不出红线！！！

辐照低、面积大的地方资源浪费！

电价低、面积大的地方资源浪费！

辐照高、面积相对小的地方资源浪费！

电价高、面积相对小的地方资源浪费！

辐照低、土地租金高的地方资源浪费！

电价低、土地租金高的地方资源浪费！

即便有电价高、辐照高的地方，若遇到面积大的有加固、防腐除锈防水的载体，同样资源浪费！

分布式市场化交易试点项目（隔墙售电）的推进，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突破红线

所谓的隔墙售电中的墙，就是指的“红线”：一方面是指所发的电可以隔墙卖出；另一方面也可以隔墙连接，统一发电，隔

墙卖出；



一、背景 实现方式

光伏

子单元一

变压器

同一110kV

以下变电站

台区内

用电企业一

用电企业二

光伏发电系统，分别申请户号，分别在同一个110kV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将电力出售给用电企业，需

按照月度进行预测，在交易中心参加交易。

公共电网

20kV环网柜

光伏项目接入环网柜要求：距离不宜太远，且具备空余间隔，且所供电区域的最低

负荷需大于光伏并网容量

20

kV

汇

流

站

   光伏

子单元二

光伏

子单元四

光伏

子单元三

变压器



一、背景 实现方式

同一110kV以下的变电站

至少分两条线分别接入仓库附近的电网侧同一110kV

变电站但不同主变的20kV环网柜

支付屋顶租金

项目公司签署
《屋顶租赁合同》

普洛斯

仓库

物流中

心仓库

项目公司签署
《屋顶租赁合同》

普洛斯

仓库

物流中

心仓库

扣除过网费

通过省电力交易中心

项目公司签署《售电合同》

给用电企业让利

用电企业一 用电企业二

支付屋顶租金



合资

公司

中鑫

能源

普枫

讯联

物流

中心

一、背景 政策理解

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来说，实现了屋顶载体和用能企业的分离，降低了用能企业筛选的风险；另外，扩大了系统应用的范围、

降低了与用户收取电费的风险，更符合未来我司定义的区域能源投资业务的拓展方向，故我司积极寻找合适的目标载体参与本项

目的落地实施。

屋顶载体的选择，不满足自发自用的用电企业需求，屋顶面积大，故综合分析仓储物流行业最适应于此项目，原因一：仓储物流

是每个城市的配套行业，在每个城市都有仓储物流的大面积厂房；原因二：仓储物流周边一般都有用电量大的企业；原因三：城

市周边有物流仓储的地方，大多数也有很多的制造业，周边有用电需求。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全额并网，平价项目

屋顶载体和用能企业的
分离，降低了用能企业

筛选的风险

跨出红线外，高压汇流，
集中并网，大大提高了

筛选区域

试点项目



一、背景 相关方介绍

普洛斯是中国最大的现代产业园的提供商和服务商，也是中国市场最早启动智慧物流及

相关产业生态系统的打造者和促进者。普洛斯还基于支持物流、新能源及科技产业的发展，

通过股权投资、金融服务及数据科技平台领域，积极打造领先的产业发展生态体系。

苏州物流中心成立于1997年，苏州工业园区国资委下属企业，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

总资产20亿元。苏州物流中心是全国首批三家直通式陆路口岸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的实行

SZV空陆联程快速通关模式的虚拟机场、全国首家保税物流中心（B型）试点、全国第一个获

得国务院批复同意进行具有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税区的试点。

中鑫能源是中方财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中方财团战略转型能源领域的重要板块，2017

年1月成立，公司注册资金10亿元，依托着中方财团强大的股东背景和社会资源，致力于打

造苏州能源投资领域的“领头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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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解读

2019年5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发布了《2019年第一批风电、光伏

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同时公布了

2019年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名单，

江苏省内总共5个项目，苏州市为首批试点

区域之一，苏州工业园区获批50MW交易

规模（需为新建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同类型项目全国首单，具有示范意义。

 2019年12月9日，江苏省能源监管办发布

《江苏省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规则（试

行）》，江苏省“隔墙售电”正式开始。

2017年10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印发《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

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1901号），支持

资源条件好，电力需求大且电网接入条件好的

地区参与交易试点建设。

2019年9月12日，江苏省能源监管办发布《江

苏省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规则（征求意见

稿）》，拉开了江苏省“隔墙售电”的帷幕。

政策发布

2020年3月6日，江苏省能源监管办*发改委发

布《积极推进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有关

的工作通知）》，要求尽快推进项目落地工作。



政策发布

城市 类型 容量

苏州 光伏 50MW

常州 光伏 5MW

盐城 光伏 48MW

江阴 风电 10MW

泰州 燃机 47MW

二、政策解读



u 要求

电压等级10kV以上的大工业或一般工商业可获得电

力市场准入资格。

u 交易价格

结算电价=用电电价-过网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其他

u 条件

10kV～35kV要求容量不超过20MW

10kV～110kV要求容量在20～50MW

苏州园区是20kV供电，因此若要参与本项目合规方案建议项目规模满足20MW以上，20kV并网，在同一个

110kV供电范围内给周边企业供电。

电力交易规则二、政策解读



结算电价

P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成交电价存在很多构成要素（取决于交易主体双方之间的约定）。

二、政策解读

P1：结算电价；

P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成交电价

P1=P+过网费+政府基金附加。



过网费

 过网费

依照《规则》第二十五条“发电项目的结算电价即为交易电价；电力用户的平段结算电度电价由

交易电价、“过网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构成。 ”按照江苏省110kV销售电价平值时段仅

为0.6301元／kWh；依照江苏电网输配电价，110kV与35kV之间的过网费为0.025元／kWh，

苏州园区20kV供电，在110kV范围内消纳，过网费为0.04元／kWh。

二、政策解读

 减免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费

1分／kWh

1.5分／kWh

2.5分／kWh

2.5分／kWh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成交电价

 P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成交电价=？=销售电价

Ø 销售电价、售电优惠、购买绿证

 电力现货

Ø 曲线交易：直接购买或者辅助服务考核与补偿机制

二、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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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参与方

光伏投
资方

屋顶业
主方

购电用
户

本地电
网

交易中
心

分布式的方向是游击战向阵地战的转变



三、项目简介 参与方总览

110kV变电站

普洛斯界浦变厂房

普洛斯强胜变厂房

普洛斯唯亭变厂房

普洛斯已建光伏厂房

物流中心界浦变厂房

物流中心强胜变厂房

物流中心唯亭变厂房

界浦变用电大户

强胜变用电大户



二、项目介绍 项目简介

综合排查综保区周边大量的40多个屋顶和企业，最终考虑屋顶加固、屋顶防

水、地理位置以及变电站台区几个方面，最终核算为三个子项目，15个屋顶，

21.56万平，合计容量约20MW。分别接入苏州园区110kV界浦变变电站环

网柜开闭所和苏州园区110kV强胜变变电站环网柜开闭所；

特别鸣谢江苏省能源局、江苏省能监办、苏州市发改委、园区经发委的支持；感谢江苏省供电

公司、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苏州市供电公司及苏州园区供电公司各方领导和同仁的支持。



三、项目简介 投资效益

 集中上网，首年发电量可实现2051万度，平均年发

电量1840万度，累计发电量实现4.6亿度。

 年均节约标准煤5889吨，25年累计节约14.7万吨。

 年均节约CO2排放1.8万吨，25年累计节约45.6万吨。

环保综合效益分析 年均节能减排量 总量（kwh）

年均发电量（万度） 1840.43 46010.832

替代标准煤（吨） 5889.386496 147234.6624

节省柴油（吨） 6556.727603 163918.1901

减少CO2排放量(吨) 18257.09814 456427.4534

减少SO2排放量(吨) 519.002185 12975.05462

减少NOX排放量(吨) 259.5010925 6487.527312

减少烟尘排放量(吨) 4705.61981 117640.4953

节约净水（吨） 69200.29133 1730007.283



三、项目简介 工程对比

 与常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光伏项目相比，大概率会增加额外成本：防腐、除锈、

防水；荷载加固；

 相比较于“平价项目”的光伏项目相比，会额外增加高压集中汇流的成本，以及可能的

外线对侧间隔改造成本；

 遵照中长期售电交易规则，通常要求在年底前并网，从而可参加下一年的全年电力交易。

光伏电站成本   
监理、检测、验收                                               
————————————————                           
除锈、防水                            
房屋加固费用                         
————————————————
外线及对侧改造部分（含接入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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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难点 工作难点

 示范项目，供电局、经发局等手续都是第一次申请办理，需要尝试沟通协

调事宜较多，还会存在规划、市政等部门的协调；

 首批隔墙售电项目，交易规则有待摸索，与省电力交易中心、省供电公司

营销部、省能源局的对接工作较大；

 全部高压并网，电网在接入意见的审批中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针对

就近接入的距离和电气的二次设备配套，如遇对侧间隔改造困难，停电等

协调工作，无法确保工期；

 售电客户的对接，重新签署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的售电合同；

 仓库还有租赁给租户的，在项目签署协议、进场加固、方案实施过程中的

协调难度较大；

 当前屋顶数量较多，存在加固、除锈、防水等复杂的现场前期工作；



四、项目难点 售电相关难点

 交易主体

    按照《江苏省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规则》第十八条，发电企业市场准入的条件，需通过“承诺、公示、注册、备案等相关手续。在申请阶段，

需江苏省的发电企业具备四个条件：工商基本信息、核准批复文件、电力业务许可证〔豁免的除外〕等）和机组信息（含机组号、额定容量、所在

交易片区等）。项目的投资主体与购电用户均需要在交易中心申请注册准入。

 工作难点：试点项目投资公司的售电偏差考核

偏差考核存在两个部分：一是试点项目的偏差考核，二是原售电用户的偏差考核的影响；

分布式光伏发电只在白天发电，晚上无法提供电力，当前未说明需要分时段偏差考核，在未来是否会对于试点项目的投资公司需要进行分时段的偏

差考核？ 

按照《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参与交易的电力用户需全部电量进入市场，允许电力用户部分电量与分布式发电进行交易，剩余电量参与批发或者零售

市场。因为当前时间点，多数的高耗能用电企业均已与电厂或售电公司签署了《售电协议》，因此已经签署售电协议的公司，老用户的偏差考核，

如若我司参与售电的用户已经签署了《售电协议》，占比原有的售电电量过多的情况下，原有的售电公司可能会面临偏差考核的问题，导致原售电

公司申诉，导致我们挑选售电的用户难度加大 。



四、项目难点 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商业模式展望

1. “高风险伴随着高收益”，“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存在业主资信、收电费困难等风险，业务拓展范围

小；“全额并网项目”，全额卖给电网、电价低、收电费及时、成本高，对于投资区域限制高；“分布式市场

化交易试点”介于二者之间，降低了收电费的风险、扩展了投资区域的边界，是非常具备推广的项目。但当前

扣除过网费、每年可变的售电优惠以及未来可能存在变动附加费，使得本项目的投资收益低于“全额并网”项

目。

2. 分布式的魅力在于它的：区域性、独特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可扩展的想象空间。

3. 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项目存在商业模式级带动系统集成创新的可能性。

4. 分布式光伏必定成为未来电改政策的先行者，也极具又可能成为是电力现货的第一批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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