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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通过标准量化氢的碳排放———

“绿氢”标准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本报实习记者 仲蕊

贵州光伏产业
再夺全国第一

本报讯 记者苏南报道： 从贵
州省能源局日前获悉，贵州省 2020
年 57 个、522 万千瓦光伏竞价项目
全部实现并网发电，连续两年成为
全国光伏竞价项目规模最大、建设
速度最快、并网率最高的省份。

数据显示，贵州全省光资源比
国内同类山区平均低 20%、 比北方
地区低 40%， 光资源是国内最差省
份之一。 2019 年前，因资源开发难、
项目选址难、争取指标难和施工建
设难， 贵州光伏发电装机仅有 170
万千瓦。 为全力推动光伏产业发
展，贵州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省
领导挂帅，省、市、县、乡、企业五级
联动的光伏项目推进联动机制。 在
参与 2019 年全国光伏指标竞争中，
获得了 360 万千瓦光伏竞价项目，
一举夺得当年全国光伏竞价项目
第一名， 并在短短 3 个半月时间
里，创下了建设速度全国第一的成
绩。 2020 年在全国光伏指标竞争
中， 贵州省再次以 522 万千瓦的规
模领跑全国。

贵州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参与全国光伏项目竞价竞争
中， 贵州省能源局联合气象部门
和设计院开展全省光照资源精细
化评估，从 88 个县（市、区）中选
取 22 个作为重点突破，因地制宜
优化设计布置“山地光伏“，精心
指导每个项目差别化制定具有竞
争力的电价， 从而破解光照资源
的“先天不足”。

据了解，贵州光伏项目多处于
偏远山区，施工不便，建设成本比
全国平均高出 10%以上。 在项目施
工建设阶段，贵州推行项目批量备
案，协调开辟林业、自然资源等绿
色通道， 压缩了近 80%的项目各项
手续办理时间。 此外，贵州通过利
用水电、火电等输电线路，统筹关
岭、 安龙等 21 个项目打捆建设减
少成本 5.5 亿元。打造威宁、关岭百
万千瓦光伏基地，提升单个项目规
模，建设成本平均减少 10%。

光伏项目建设的快速发展，使
贵州收到了产业效益、 经济效益、
扶贫效益、生态效益等方面的显著
成效。 截至 2020 年底，贵州省光伏
累计装机达 1056 万千瓦， 是 2018
的 6 倍。 如今，全省可再生能源装
机占比突破 50%， 年提供清洁电力
120 亿千瓦时， 年节约标煤 383 万
吨， 减排二氧化碳等 1076 万吨，有
力助推了贵州省清洁高效电力产
业发展。

本报讯 日前， 江苏省能源局
发布《江苏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发展专项规划 （征求意见稿》），进
一步明确了风电、太阳能发电产业
发展目标。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约 2200 万千
瓦，新增投资约 1630 亿元。

据估算，到 2025 年，江苏省新
增风电装机约 1100 万千瓦，新增
投资约 1200 亿元，其中海上风电
新增装机约 800 万千瓦， 新增投
资约 1000 亿元；光伏发电新增装
机约 900 万千瓦，新增投资约 300
亿元。

在风电方面，将坚持沿海规模
化发展和内陆分散式应用并举的
思路，着力打造陆上和海上“双千
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形成陆海统
筹发展格局，实现风能资源科学开
发和有效利用。 到 2025 年底，全省
风电装机达到 2600 万千瓦。

在太阳能发电方面，推进太阳
能多元化、广范围、高效率利用。 到
2025 年底，江苏省光伏发电装机达
到 2600 万千瓦。 其中，分布式与集
中 式 光 伏 发 电 装 机 分 别 达 到
12GW、14GW。

根据江苏省的上述发展目标，
业内推算，“十四五" 期间， 江苏光
伏、 风电每年分别将有 2GW 与
2.2GW 的装机空间。

江苏是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规
模最大的省份。 根据相关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江苏省
风电并网容量 1110 万千瓦，提前
完成了 “十三五” 规划的目标任
务。 其中，海上风电装机 464 万千
瓦，占全国的 70%。 同时，江苏光伏
产业也享有着 “户用光伏看江苏”
的美誉。 （胡婷）

自去年 10 月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关于<关于促进
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 （以下简称
《补充通知》） 以来，“新政” 在生物质发
电行业引发持续震动。 据悉，目前，已有
近 200 家农林生物质发电企业联名向有
关部门“上书”，希望重新核定“全生命周
期合理利用小时数”。

日前，和君咨询生态环保事业部主任
杨宁以“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大‘变’局”为
题撰文，对《补充通知》印发后业内所关注
的“生物质发电是否还能盈利”问题进行
了分析。

杨宁在文中指出， 项目全投资内部收
益率（IRR）由 7%降为 4.9%，将使企业更
加清醒地认识到， 投资生物质发电行业不
再是最佳选择，因此，出售生物质发电资产
将会越来越“流行”。

那么，面对补贴政策退坡，生物质发电
企业应如何破局？随着“十四五”启幕，生物
质发电行业又将如何发展？

部分企业将被动放缓扩张步伐

据了解， 收益测算落差更多来源于以
往项目财务测算误差。 记者注意到， 虽然
82500 利用小时数由 《补充通知》 首次提
出，但是，生物质发电 2015 年补贴上限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
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的通
知》中就已被明确提及。

“以往项目财务测算过程中，一般将发
电补贴期限直接等同于项目运营期限，并
未将项目投运 15 年后进行独立测算。 因
此，企业在《补充通知》出台后进行重新测
算， 才会发现生物质发电行业未来收益空
间被挤压。 ” E20 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
心高级行业分析师李少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据李少甫介绍，近年来，在生物质发电
行业中， 垃圾焚烧在城市固体废物管理中
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兜底作用， 对企业依旧
具有较强吸引力。

相比垃圾焚烧， 生物质发电的另一细
分领域农林生物质发电则面临着不同的境
况。 由于产生源过于分散、 收集体系协调
难、收集成本高，导致农林生物质发电运营
负担加重、发展较缓。 “《补充通知》并不是

限制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的绝对因素，只
是间接成为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使得部分企业逐渐放缓在秸秆发电行业的
扩张步伐。 ”李少甫坦言。

“生物质发电产业应该认清大势。 ”中
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
云高认为，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来
说， 生物质发电肯定是支撑实现该目标的
重要产业， 并且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产
业。“企业不要因电价补贴调整的暂时烦恼
而乱了方寸， 而要坚守生物质发电的价值
不动摇，争取精准的产业政策。 ”

存量阶段运行为王

杨宁指出：“生物质发电行业集中度将
越来越高。龙头企业要想进一步降本增效，以
合理价格收购相对优质资产将成为选择。 ”

郭云高告诉记者， 促使行业集中度提
高的前提是有利可图。 大部分资产是优质
可产出效益的资产， 才会有综合实力雄厚
的企业以合理价格出手收购。“若因电价补
贴政策的无差别退出， 导致大部分市场主
体抛弃生物质发电项目， 就不会有所谓的
优质资产，也不会有行业集中度提升了。生
物质能在‘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实现中
的潜力也难以兑现。 ”

另据了解，从市场角度来看，绝大部
分已投运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旧是核
心优质资产，并不会成为“烫手山芋”。 因
此，李少甫认为，在垃圾焚烧发电这一细

分领域，出售资产并不会成为主流，进一
步降本增效、稳定运营现有项目依旧是主
旋律。

杨宁还表示， 行业龙头企业将越来越
抱团， 反向推动产业链在生物质发电的总
投资额、建设标准、垃圾处理费、农林废弃
物收购价格等方面逐步回归理性。

据了解，生物质发电行业已步入存量阶
段，而存量阶段的重点在于“运行”。在运行为
王的时代，企业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小，共同利
益却越来越大。因此，郭云高表示：“加强合作
的生物质发电行业必然会要求上下游环节努
力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价
格下降、质量提升是趋势。 ”

“逐步回归理性的趋势将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生物质发电生产运营成本，但是，还
要意识到环保标准在不断提升， 高效节约
的运营成本是否足以抵消高质量处理废弃
物的成本，仍需量化测算。 ”郭云高进一步
补充指出。

破局靠商业模式创新

有业内人士指出， 受补贴政策调整影
响，处理费低、规模小、项目所在地燃煤标
杆电价低的项目将遭到更大冲击。

李少甫认为，目前，调整垃圾处理费成
为大部分已运营项目的解决方案之一。 但
就地方财政而言， 调整垃圾处理费将加重
财政支付压力， 调价谈判面临重重困难。
“企业或可推动地方政府，加快落实居民生

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或提高相关标准， 形成
完善绿色价格机制， 这有助于 ‘污染者付
费’制度形成。 ”

另外，随着大中城市需求逐渐饱和，垃
圾焚烧市场正在快速下沉至三、 四线城市
及县镇， 企业风险关注点更多在于项目品
质下降以及地方政府支付风险提高。因此，
李少甫表示，未来 5 年，垃圾焚烧领域将面
临新增市场增速大幅下降。“新增项目垃圾
处理费也将采用新财务模型测算， 可能面
临较大幅度增长，低价竞争空间大幅缩减，
行业整合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

“对于农林生物质发电这一细分领域
而言，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本来就难以
为继的项目运营再叠加补贴退坡， 将对行
业发展信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李少甫
指出，“存量项目资产的出售现象将持续显
现，新增市场面临长期冰冻。”他认为，破局
需靠商业模式创新， 一方面解决付费主体
问题，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则需与地方
政府协调解决原料不稳定风险。

“生物质发电是我国能源清洁化、安全
化、 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 ‘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不可或缺的行业。”郭云高呼吁，行
业应该坚守生物质发电的特有优势， 争取
更强有力的产业政策。

近日，由中国氢能联盟牵头制定的《低
碳氢、 清洁氢与可再生能源氢的标准与评
价》正式发布实施，首次通过标准形式对氢
的碳排放进行量化。

据悉，该标准建立了低碳氢、清洁氢
和可再生氢的量化标准及评价体系。业内
分析认为，这一标准的出台填补了国内制
氢环节从碳足迹的角度界定标准的空白，
有利于从源头上推动氢能全产业链绿色
发展。

为氢源提供界定依据

根据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氢气分为
低碳氢、清洁氢、可再生氢气三种类型。
标准明确指出了在单位氢气碳排放量方
面低碳氢、 清洁氢和可再生氢的具体阈
值， 可再生氢同时要求制氢能源为可再
生能源。

同时， 该标准运用了生命周期评价方
法建立了低碳氢、 清洁氢和可再生氢的量
化标准及评价体系， 这意味着包括氢气生
产原料的获取、运输、氢气生产制造及现场
储运等四个阶段都将纳入评价体系。

一直以来，氢气按照生产来源分为“灰
氢”“蓝氢”和“绿氢”三类。 T譈V 南德意志
大中华地区氢能业务拓展经理姚健表示，

目前产业用氢仍以石化能源来源 （含工业
副产氢）的“灰氢”为主，但“绿氢”缺少定量
标准，用可再生能源制取的“绿氢”较少，且
各种来源的氢气之间缺乏从碳足迹角度出
发的定量界定标准。 同时，如何从生产“灰
氢”过渡到“绿氢”缺乏一定引导，此次出台
的“绿氢”标准用更为严谨的量化方式对氢
源进行界定， 有利于从源头推动氢能产业
的绿色发展。

“与此前考察氢气纯度和品质的标准
不同，此次‘绿氢’标准从制氢过程中碳足
迹的角度考察制氢过程的工艺去碳程度，
且只和上游制氢环节相关， 标准的认定范
围到氢气产品出厂为止。 ”姚健补充称。

弥补“碳足迹”核查空白

氢的核心优势是无污染、零排放，而氢
的来源是决定氢能产业能否实现零排放的
关键，但事实上，相关专家均表示，在现阶
段的氢能产业链中， 制氢环节远未受到足
够的重视。

日前，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长李毅中在公开场合表示，“绿氢”是
产业发展的方向，在氢能产业链中，制氢是
源头，需相关部门组织调研，并编制合理、
务实的规划，同时根据应用场景、市场需求

制定相应标准、规范。
姚健表示，氢能产业目前处于“从无

到有”的商业化初期阶段，而实现“从有到
优”则需要进一步从产业用氢源头上对制
氢工艺路线进行界定，更加凸显氢能的绿
色环保属性。此前行业对氢的来源关注较
少， 而是更关注用氢环节的应用，“绿氢”
标准的出台对制氢绿色工艺路线的形成、
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的推进、以及推进石
化制氢添加 CCUS 装置方面起到关键支
撑作用。

“本次‘绿氢’标准的制定，弥补了国
内制氢环节碳足迹核查的空白， 不仅为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支
撑，同时也将制氢的来源界定清楚，明确
氢的低碳属性， 引导高碳排放制氢工艺
向绿色制氢工艺转变。 后续标准也会在
各参编单位的合作下， 以一些示范项目
的认证为模板， 为氢能产业提供实际参
考。 ”姚健表示。

将获“政策+市场”双重鼓励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事实上，在去年 9
月五部委发布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补贴政
策中， 对氢源的碳排放量就做出了相关政
策鼓励。在补贴政策附件《燃料电池汽车城

市群示范目标和积分评价体系》中，氢能供
应及经济性关键指标明确鼓励清洁低碳氢
气的制取， 争取实现每公斤氢气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小于 15 公斤。 其中，每公斤氢气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若小于 5 公斤， 将给予
3 分/百吨的奖励。

一位氢能行业资深专家对记者表示，
“绿氢”标准的出台为上述政策中的鼓励举
措提供了更好的执行支撑， 让制氢企业有
明确、科学的生产依据，同时为“绿氢”的规
模化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 实现氢能
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不仅要充分发挥
“绿氢”的能源价值，对“绿氢”碳交易价值
的挖掘也尤为重要。

日前， 生态环境部宣布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重要市场化手段。姚健认为，
随着氢能产业的发展及“绿氢”规模的增
长，“绿氢” 或将成为碳排放市场中重要
的交易内容。 生产低碳氢的企业既能拿
到国家直接给予的政策补贴， 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配额还可以进行交易， 清洁
氢和可再生氢的制取将获得 “政策+市
场”的双重鼓励，绿色低碳氢能将迎来更
好的发展环境。

2020 年 522 万千瓦光伏
竞价项目 100%并网———

江苏风光累计装机
均拟达 2600万千瓦

“十四五”江苏可再生能
源规划征求意见———

核心阅读

对于农林生物质发电这一细分领域而言，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本来就难以为继的项目运营叠加补贴退坡，将对行业
发展信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 存量项目资产的出售现象将持续显现，新增市场面临长期冰冻。

核心阅读

氢能产业目前处于“从无到有”的商业化初期阶段，而实现“从有到优”则需要进一步从产业用氢源头上对制氢工艺路线
进行界定，更加凸显氢能的绿色环保属性。

背景链接

根据《关于<关于促进非
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
充通知》，生物质发电项目包
括农林生物质发电、 垃圾焚
烧发电和沼气发电项目，全
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为
82500 小时。 项目全生命周
期补贴电量=项目容量×项目
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
数。 政策同时规定，生物质发
电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 15
年后， 无论项目是否达到全
生命周期补贴电量， 不再享
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