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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光伏降本的“临门一脚”
■■本报记者 李丽旻

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的规模化发
展，新能源逐渐从补充电源过渡为主力电
源。 “十四五”开局在即，新能源如何锚定
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近日表示，在能源转型的大
趋势下， 当我国郑重提出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目标后，“十四五”期间新能
源持续较快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而要实
现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亟需中央与地方统
筹规划安排。

提前实现新能源利用率 95%目标

记者近日在不同论坛、 会议上获悉，
业内普遍预测，“十四五”期间，新能源行
业将继续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速度
有望再上一个台阶。

纵向观察， 我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
惊人，近 10 多年都以 30%以上的超常规
速度在增长， 如今我国已是全球风电和
光伏发电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国家。 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中国风电和太
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4.1 亿千瓦，约
占总装机容量的 20%， 超过全球总量的
1/3。 风电并网容量 10 年增长 15 倍，光
伏并网容量 10 年增长 1247 倍。

“新能源已成为主力电源之一，去
年有 21 个省（区）新能源发电装机成为
当地第一、第二大电源。 ”国家电网国调
中心原副总工程师裴哲义近日在中国
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十二五 ” 期间 ， 风电装机年均增速
34%， 相当于每年新增 4 个丹麦的风电

装机； 太阳能发电装机呈爆发式增长，
年均增速 178%。 “截至 2019 年底，国网
公司经营区新能源累计装机 3.4 亿千
瓦，是 2008 年的 38 倍。 ”

规模越升的同时 ， 新能源电力的
利用率也在快速攀升 。 在政府 、电网
等多方的努力下 ，新能源利用水平持
续提升 ，提前一年实现新能源利用率

95%以上的目标。

碳中和承诺催生新机遇

业内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在我国郑
重提出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后，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将更充足，这
为“十四五”期间新能源发展带来新契机。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
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稍早前在中国综合
能源服务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全世
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331 亿立方米，我国
2019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100 亿立方
米，占比为 30%，想要完成 2060 年“碳中
和”目标仍需应对一系列挑战。 “实现目标
最关键的是， 加快推进能源供给侧的改
革、创新，提高清洁能源或零碳、低碳能源
中占比。 ”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战略规划部主任
何勇健近日在“新能源发展与综合能源服
务”分论坛上表示，未来清洁能源供应主
力来自风电和光伏。 即使不考虑 2060 年
“碳中和”因素，2050 年电力总装机也将达
60 亿千瓦，风电、光电装机均超过 20 亿千
瓦，占总装机的 2/3。

万联证券电新行业首席研究员江维
也认为， 从经济性以及能源发展的普适性
考虑， 风电和光伏将是未来新能源行业发
展的重要方向。 据测算，2060 年实现我国
提出的碳中和目标， 需要将电力行业的碳
排放量控制在 40.2亿吨以内。 这意味着风
电、光伏仍有较大增量空间。若光伏装机量
占比达到 40%、风电装机量占比达到 35%，

光伏总装机量将达到 5471GW， 风电总装
机量将达到 3275GW。 与 2019 年末光伏
204GW、风电 210GW 的总装机规模相比，
光伏有近 26倍、风电有 15倍的增长空间。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认为，过去十年，光伏发电平均成
本降幅最大最快，达到 82%。 作为更安全、
更环保、更便宜和更方便的能源，光伏将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成为主要力量。

建议各地统筹协调发展

受访的业内人士直言，在新能源行业
高速发展的当下，需要进一步理清新能源
未来发展思路，进行顶层设计，制定更具
体的统筹发展路线图。

一位不愿具名业内人士对记者直言，
新能源发展不仅要重“量”，更要重“质”，
各省要在消纳空间里合理确定新能源的
新增规模，地方要确保新能源电力项目与
电网同步建设， 并对新能源企业设定资
质、技术门槛，防止一哄而上。

三峡新能源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吴
启仁表示，要统筹协调国家规划和地方规
划、新能源专项规划，以及各类能源专项
规划。 如果新能源发展过于迅猛，赶不上
电网网架建设，势必造成新的消纳不足等
问题。 “建议国家在规划新能源发展时更
注重科学性、前瞻性、约束性，地方各级规
划应服从于国家规划，不能与国家规划相
冲突。 与此同时，新能源发展规划要与国
土资源、生态环保等规划统筹协调，预防
环保、生态等问题的发生。 ”

碳碳中中和和目目标标为为新新能能源源发发展展再再添添强强劲劲动动力力——————

““十十四四五五””新新能能源源将将步步入入““量量””““质质””齐齐升升阶阶段段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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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 ，2060 年实现
我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
需要将电力行业的碳排放
量控制着在 40.2 亿吨以
内。 这意味风电、光伏仍有
较大增量空间。 若光伏装
机量占比达到 40%、 风电
装机量占比达到 35%，光
伏 总 装 机 量 将 达 到
5471GW，风电总装机量将
达到 3275GW。 与 2019 年
末 光 伏 204GW、 风 电
210GW 的总装机规模相
比，光伏有近 26 倍、风电
有 15 倍的增长空间。

中国技术助中亚
最大规模风场投产

本报讯 9 月 30 日，由国家电
投中国电力国际公司投资建设、安
装 40 台远景 2.5MW 智能风机的
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 100MW 风
电项目首批风机并网，这标志着中
亚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电项目
正式开始送出绿色电力。

札纳塔斯风电项目为中哈产
能合作清单首批能源项目之一，采
用中国资本、 中国技术、 国际标
准，旨在打造中哈“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的典范。 该风场全容量投
产后每年可发电 3.5 亿度，直接改
写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缺电的现
状， 是该国实现 2020 年可再生能
源装机占比达到 3%目标的重要支
撑，也为哈萨克斯坦能源体系“去
碳化”做出示范。

在全球疫情背景下， 如何保
障该项目如期投产是最大的挑战，
国家电投与远景能源高效协同，远
景能源充分发挥全球供应链的优
势，及时解决因疫情导致的物料紧
缺、现场工具校验受限等现实困难
和不确定性，全力保障项目进度；
同时，还在第一时间为项目现场提
供充足的防疫物资，做到交付“目
标不变、任务不减、标准不降”，得
到多方认可。

哈方相关人士表示，札纳塔斯
风电项目按期投运，得益于中国元
素，在哈萨克斯坦建成国际一流风
电项目，不仅为中哈合作做出积极
贡献，也将为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
坦乃至中亚开发可再生能源提供
了经验和启示。 （陈明真）

关注

出台 800万千瓦
风电开发规划

本报讯 日前，云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云南省能源局印发 《关
于印发云南省在适宜地区适度开
发利用新能源规划及配套文件的
通知》。

《通知》指出，为适应国家平价
及低价上网发展趋势， 结合云南省
电力市场化交易实际情况， 规划风
电及光伏发电装机目标为 1100 万
千瓦，规划项目应满足平价、低价上
网条件。 在该省东部及东南部石漠
化、 喀斯特地形地貌为主的区域，
规划布局以近区消纳为目标的风
电项目， 风电规划装机目标为 800
万千瓦。 （谢菲）

启动80万千瓦
竞价光伏项目分配

本报讯 日前，四川省发改委、四
川省能源局印发 《四川省 2020 年光
伏发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方案》的通
知，结合四川省当前电力供需形势和
稳投资需要， 确定 2020 年度光伏项
目开发规模为 80 万千瓦，其中，攀枝
花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各 20
万千瓦。

另外，2020 年度光伏发电竞争配
置项目须纳入光伏基地规划并在有电
网送出条件的光伏场址区内。 原则上
单个标的项目建设规模不得低于 10
万千瓦。

《竞争配置工作方案》指出，申
报的上网电价不得高于四川省燃煤
发电基准价。 市（州）将开发权配置
给满足竞争公告条件及要求， 且申
报上网电价最低的开发企业。 同一
项目若申报企业少于三家， 则本次
竞争配置无效。 若出现最低申报上
网电价相同且造成开发规模满额，
由最低上网电价申报企业现场再次
竞争确定 （再次竞争点击不得高于
原申报电价）。

根据建设管理要求， 项目法人自
取得开发资格起，3 个月内到该省能
源局备案，次年 12 月底前全容量建成
投产。 3 个月内未完成备案，取消其开
发资格，纳入该省不良信用记录，三年
内不得参与该省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未按期全容量
建成投产， 每逾期 1 个季度其上网电
价降低 0.0050 元/千瓦时， 并纳入该
省不良信用记录、三年内不得参与全
省光伏发电项目开发（不可抗力因素
除外）。

根据光伏基地项目竞争配置实施
方案， 项目申报的上网电价为平枯期
结算电价， 中标企业与电网企业签订
长期购售电合同（不少于 20年）。 丰水
期全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 不参与市
场交易的， 结算电价按照四川省丰水
期（6-10月）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有关
文件执行。 （仝川）

“几年前，新建一条主生产线需要 80
至 100 个员工，而现在引入一条 350—400
吉瓦的光伏组件生产线可能只需要 30 个
员工，这一变化足以说明，光伏组件制造
行业智能化管控进步速度十分可观。 ” 无
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何
双全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能源 “思享汇”
会议上表示。

我国光伏产业全面平价时代日益临
近，多位业内高管指出，光伏行业要进一
步提高竞争力， 不仅要关注设备环节，更
要考虑到非硬件环节的降本， 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光伏行业持续探索降本

近年来，随着组件、逆变器等硬件成
本不断下降，光伏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最
便宜的清洁电力。 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在
“十三五” 期间， 经过政府和全行业的努
力，我国光伏行业“超额”完成了装机目
标，目前，多个省份已实现了平价上网。

“‘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
量远远超过原定目标，这也为下一步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但是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仍蓬勃

发展。 ”国务院原参事石定寰在会上表示，
“对于平价上网的风电与光伏产业而言，
如何将可再生能源更好地融入整个能源
体系，尽快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将是
未来亟需探讨的话题。 ”

在光伏走向平价的情况下，多位光伏
企业高管指出， 除了立足技术创新外，未
来还需要考虑电站建设、土地使用等经营
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光伏度电成本。

“明年光伏行业将面临新一轮的竞价
挑战，其价格甚至可能低于当前的燃煤电
价，这也为行业降本带来了更大挑战。 ”正
泰新能源副总裁李崇卫在会上表示，“未
来，不仅要实现光伏平价，还要实现光储
一体的平价。这样，光伏行业才能更具竞争
优势。此外，虽然电池、组件、逆变器等成本
在下降，但建设、土地等经营成本以及‘光
伏+’领域的投入，也将导致综合成本上升，
这也应计算进入光伏的度电成本。 ”

数字智能化转型尤为重要

对于降本压力不断增加的光伏行业
来说，未来将如何保持竞争力？ 多位与会
高管认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将是一条
有效路径。

正泰新能源副总裁黄海燕指出：“设备
自动化、数据信息化、运营智能化、平台协同
化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四个阶段，收集到的大
数据经分析后， 能够有效提升运营效果，而
供应链及业务部门的协同也可以共同促进
整个行业的发展。 此外，若将大数据技术应
用到户用分布式电站，了解用户端的用电喜
好，则能反向促进用电服务产业发展。 ”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电力事业部总
裁段亮则指出，利用大数据管理，能够有
效提升管理效率，数据可视化将有助于管
理者做出决策，同时大数据创新也能够有
效支撑管理决策， 确定产品市场竞争力，
并找到产品发力方向。

据了解，光伏行业数字化转型意味着
光伏行业将与云计算、无人机巡检、物联
网等多种新兴技术相结合，而新兴技术的
应用却不会是一帆风顺。

“从目前的行业状况来看，光伏供应
链的数字化转型并未完全达到全产业链
条的优化。 例如，当前，行业存在光伏玻璃
短缺、背板短缺等供应不足问题，而实际
上，供应能力并不是问题，原因是大量材
料堆积在仓库和运输途中，存在半成品加
工过剩的现象。 ”何双全指出，“如果光伏
能够在全产业链引入数字化、 智能化管

控，则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

行业未来仍面临挑战

在何双全看来， 目前光伏在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方面仍存在一定的行业痛点。
“首先，光伏制造端不仅仅是组件制造，目
前光伏领域很多辅材加工企业生产管理
模式仍较为粗犷，效率相对较低，随着光
伏产业对精细化分工需求的愈发明确，每
一节点的成本管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为
此，对于产业链上各个环节，数字化、智能
化都十分必要。 ”

另外，多位企业高管也指出，随着光
伏组件使用寿命走向终点，确保废旧光伏
组件的回收再利用也是行业需要关注的
一项重要课题。 有专家认为，要实现我国
光伏行业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亟需
引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
高级副总经理刘西川则认为，探索新能源
的创新应用场景不可或缺。 “在商业化的
应用环境里，除了工业用户外，还要让商
业用户以及居民家庭更多地使用光伏。 如
何让更多人参与建设低碳社会，也是当前
光伏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安安徽徽当当涂涂：：光光伏伏照照亮亮绿绿色色发发展展之之路路

安 徽 省 当 涂
县大陇镇双潭湖
光伏发电项目，装
机 容 量 260MW，
是国家能源局、国
家发改委第一批
“平价上网” 示范
项目和华东地区
光伏单体装机容
量最大项目。 2020
年上半年完成并
网发电 1.5 亿度 ，
实现产值 5043 万
元 。 光伏帮助当
地将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落到
实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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