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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60”战略

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12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强调，

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

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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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转型后的碳排放量

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后的碳排放量

新增能耗由新能源提供后的碳排放量

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后的碳排放量

植树、封存、碳汇后的碳排放量

大力发展新能源

不采取任何措施的碳排放量

1.3 碳中和路径示意图

各行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后降低的碳排放

利用新能源满足新增负
荷需求后降低的碳排放

火电部分关停、燃油汽车部分改为新能源汽
车等存量负荷由新能源替代后降低的碳排放

实施植树造林、二氧化碳捕集封存、
碳汇金融等措施后降低的碳排放

产业结构转型后降低的碳排放



1.4 围绕“30·60”的相关政策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习主席提出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

2 0 2 1 年 能 源
工作指导意见

做好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
投资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1.5 定位·发展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双碳-基地-规划

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国家能源经济结构转型



储能技术概况
规划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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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

风光资源 接入消纳

建设用地

2.1 双碳背景下新能源基地规划特点

基地大型化

围绕特高压布局

产业多元化 多能互补

土地综合利用

“30·60”



2.2 基地规模-大型化

“十四五”9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

均计划建设风电、光伏并配有储能，

其中5个基地规划建设水电，3个基地

规划建设火电。

目前，各省（区/市）规划百万千

瓦大基地项目46个，其中千万千瓦大

基地项目41个，规划基本与9大清洁

能源基地吻合，如全部落地实施，总

规模将达到400GW以上。



2.3 基地布局-围绕特高压通道

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十四交十二直”26项特高压工程

外送通道中新能源配比

送端和受端的时空互补

各类调峰资源的应用



2.4 基地电源-多能互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计划构

建现代能源体系，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

能源基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



2.5 基地土地-综合利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强调要加快推进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提出了“支持在荒漠地区、采煤沉陷区、矿区排土场建设光伏和风电基地，

节约、集约用地，推进荒漠化土地治理”的开发理念。



2.5 基地土地-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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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消纳送出-储能氢能条件

风电

光伏

火电 储能

氢能 氢能发展方向：开展波动性新能源发电制氢技

术示范应用，促进波动性的风电、光伏电力调节性

能提升，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拓展新能源发电利

用方式。

储能发展方向：储能与新能源发电联合应用；

鼓励各类主体根据新能源发电特性、区域电力系统

特点等，开发多元化储能新技术；探索发挥储能多

元化功能的管理体制、激励政策和商业模式。



2.7 多元化产业-新能源制造业

依托大型新能源基地开发新能源产业链，吸引光伏、风电、逆变器、储能、氢能等新能

源设备制造的优质厂商投资产业项目。



2.7 多元化产业-煤化工转型升级

光热供蒸汽

电锅炉供蒸汽

绿氢替代灰氢



2.7 多元化产业-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

有助于削弱新能源波动性

有助于社会高度电气化

有助于新能源就地消纳



2.7 多元化产业-乡村振兴（清洁供暖）

使用清洁能源发电供暖，拓展终端电气化应用领域，通过空气源热泵、电锅炉、电暖气片等

方式逐步实现以电代煤清洁供暖，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同时增加本地区电力消纳。



植物工厂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

管理于一体，利用智能计算机和电子传感系

统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CO2浓

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的农

作物产品生产方式。

通过建设植物工厂，在增产增收的同时，

农作物还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减少地区碳排

放。此外，植物工厂还能够为电力就近消纳

做出贡献。

2.7 多元化产业-乡村振兴（植物工厂）



大型新能源基地建成后，通过新能源发电、

生态治理等多元化业态，可在本地区实现大量碳

减排。依托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模，可搭建碳汇

交易平台，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管理，减小企业

交易成本，为碳交易提供便捷服务。依托大型新

能源基地建设和碳交易组建产业基金，搭建金融

平台，培育碳汇金融产业。

2.7 多元化产业-碳汇金融



2.8 双碳背景下新能源基地规划发展趋势

大基地·大融合·大统一



储能技术概况
生态治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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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态治理发展

01

03

05

02

04

06

新发展理念

一带一路沙漠治理规划

绿色矿山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两屏三带生态格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3.2 生态战略布局与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布局



3.2 沙漠治理

对光伏场区实施工程固沙，实现地表基本稳定。通过在光伏阵列区板间大面积空地种植可做饲

料的紫穗槐、杨柴和柠条等经济林、光伏组件下适当种植牧草，在发展光伏产业的同时实现沙漠

治理，并持续巩固生态修复成果，打造“金沙·蓝海·绿洲”的绿色生态屏障。



3.3 绿色矿山治理

利用采煤沉陷区未利用土地建设光伏发电基地并配套开发特色种植业、林业，实现光伏发电与

矿山修复并举的资源利用方式。在安装光伏设施时，特意将光伏组件支架加高布置于地面上方，

按照“板上光伏发电、板下生态产业”的思路，配套发展沙棘沙柳、优质牧草、规模养殖、农业

观光、特色果蔬等产业项目，将采煤沉陷区转变为“智能光伏田园综合体”。



3.4 基地内可持续发展

中水利用

再生水、回用水、杂用水经过混凝、沉淀、气

浮、过滤、消毒后达到城市中水标准后作为新能源

基地内生态恢复、种植养殖、光伏组件清洗用水。

可持续发展

基地内用能全部采用清洁能源，如办公楼、

宿舍楼采用新能源电供暖等，通过综合能源管理

提高能源利用率，将打造成零碳基地。



储能技术概况
双碳规划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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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碳达峰、碳中和技术路径与实施路线图研究

淮南潘集区新能源基地规划

3 碳达峰峰值预测

1 碳达峰目标设定

2 减碳路径制定

政治经济技术
GDP发展目标
能源消耗强度及降幅
能源结构转型
……

能源生产与加工领域碳减排路径
工业过程领域碳减排路径
水泥生产领域碳减排路径
……

年份及排放量

已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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