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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西班牙启用新招标机制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
风光项目收获颇丰，陆上风电报价创欧洲新低

■■本报记者 李丽旻

德国光伏装机
去年新增4.88吉瓦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 《光伏杂志》报
道，德国联邦网络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0 年， 德国光伏装机的新增速度
较快，总量已达 4.88 吉瓦，比 2019 年的
3.94 吉瓦增加了约 1 吉瓦。

其中，屋顶光伏光伏新增装机量大
幅上升。 根据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的数
据，2020 年， 德国屋顶光伏装机容量同
比增长了 25％。

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表示，除了气
候意识得到提高外， 光伏装机增长背
后的主要驱动力还包括消费者争取到
更大的能源选择独立性、 光伏技术价
格的大幅降低、 以及供热系统补贴条
件的完善等。

据了解，2020 年 9 月， 德国批准了
《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将可再生能源
发电比例扩大至 2030 年的 65%，根据修
正案条款，德国政府拟发布近 1.9-2 吉
瓦的光伏招标项目。

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
卡斯滕·克尼格表示， 预计 2021 年，德
国政府将在与欧盟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大幅加快光伏发展步伐。 （仲蕊）

日本 1月汽油需求
降至 32年新低

本 报 讯 据行业机构标普全球普
氏消息， 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日本宣布 1 月 7 日至 2 月 8 日进入为
期一个月的紧急封锁状态，这导致日
本 1 月的汽油需求降至 32 年来的最
低水平。

日本最大炼油商 ENEOS 日前表
示，1 月， 日本的汽油需求估计为 68.5
万桶/日， 同比下降 10%。 根据日本经
济产业省的数据， 日本 1 月的汽油需
求创下自 1989 年以来的最低值。

日 本 石 油 协 会 会 长 Tsutomu
Sugimori 表示， 在政府宣布紧急封锁
后 ，日本民众外出次数骤减 ，导致日
本的汽油需求 1 月初急剧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鉴于日本可能延
长紧急措施状态，标普全球普氏援引
一家日本炼油商的预测称，2 月，日本
汽油需求同比也将下降 10%-12%。

另有相关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日
本国内汽油需求的持续低迷，炼油商
正在为过剩的汽油寻找其他销售出
路 ，预计 2 月 ，日本汽油出口量将显
著增长。 （仲蕊）

土耳其公布新版
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光伏杂志》报
道，近日，土耳其政府宣布了新版固定
电价机制。

根据新机制， 土耳其公开招标中
确定的大型光伏、 风电项目将享受
0.044 美元 ／千瓦时的固定电价；水电和
地热项目将分别获得每千瓦时 0.055
美元和 0.075 美元的固定电价。 上述价
格将适用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投入运营的所有可再生
能源发电厂。

据了解， 土耳其政府于 2010 年推
出了一个上网电价计划，旨在通过为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提供优惠电价，从而
激励本土可再生能源发展。 该计划原本
将于 2020年 12月 31日结束， 但去年 9
月， 土耳其政府将截止日期推迟到 2021
年 6月 30日，这意味着在此日期之前获
得招标名额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都将
获得为期 10年的固定价格购电担保。

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官方声明，上
网电价将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者
价格指数， 以及汇率的变化进行季度
更新。

德国 KRC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Hakki Karacaoglan 表示，更新后的电价
估计并不能对刺激新的投资有很大帮
助，但价格的变化可能为未来几年提供
清晰的发展方向。

多家研究机构认为，土耳其新版固
定电价机制，或将促进其可再生能源电
力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2019—2024
年， 土耳其的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将从
42 吉瓦增至 63 吉瓦，增幅达 50%。 其
中，75%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将来自光伏
和风电，光伏装机量更是将从 5.1 吉瓦
增至 15.2 吉瓦。

《光伏杂志》指出，近两年来，土耳
其光伏产业发展并不顺利，新增装机规
模一直呈现下滑趋势。 尤其去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土耳其光伏产业
的衰退迹象更为明显。

《光伏杂志》认为，可再生能源电
价是未来土耳其推动当地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推出新一轮电
价机制意味着土耳其希望从市场入
手， 不断提振市场需求和可再生能源
发电占比。 （仲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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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日本福井县高滨核电站 1 号
和 2 号反应堆的重启事宜得到了当地政
府的支持， 成为日本首个获得地方首肯
进入重启程序的“高龄”核电站。 日本经
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随即代表日本政府
也做出了“愿意支援”的承诺。 然而，日本
国民对福岛核事故仍心有余悸、 核废料
处理面临挑战等问题， 却令日本核电的
复苏面临考验。

首个获准重启的“高龄”核电站

2 月 1 日，日本福井县高滨町政府同
意，重启关西电力公司旗下高滨核电站 1
号和 2 号反应堆。 其中，1 号反应堆已运
转 46 年，2 号反应堆已运转 45 年，目前一
直处于停运大修状态。

《日本时报》指出，这是日本首个获得
地方政府首肯进入重启程序的 “高龄”核
电站， 对于日本全面重启核电意义非凡。
事实上，高滨町一直要求日本中央政府拿
出振兴地方经济的措施，包括增加财政资
金用于维护和托管拥有 4 个反应堆的高
滨核电站。

高滨町町长长野濑丰日前与梶山弘
志进行了线上会议，后者承诺会最大限度
给予财政支援。 “核能利用对于稳定日本
的电力供应必不可少，中央政府将在这方
面予以引导和监管。 ”梶山弘志表示。

据了解，高滨町政府同意后，高滨核
电站的重启还将由福井县议会和县知事
做出判断。福井县知事提出了重启的前提
条件，即要求关西电力公司列出核反应堆
产生的乏燃料运往县外的存储地点。但该
公司对于如何处理和储存核废料尚未拿
出较好的解决方案。

关西电力公司表示， 将努力寻求福井
县政府的重启批准，希望 3月能重启高滨核
电站 1号反应堆、5月重启 2号反应堆。 此

外， 该公司还希望重启位于福井县美滨町、
运行了 44年的美滨核电站 3号反应堆。

政府强调核电仍必不可少

高滨核电站进入重启程序，无疑让日
本政府对于重启核电信心十足。梶山弘志
强调， 核能对于日本 2050 年实现净零排
放目标至关重要，电力严重短缺正在推动
行业重新审视核电前景。

《金融时报》指出，福岛核泄漏事故发
生 10 年后， 日本一直纠结于核电的重启
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频发的断电危机进
一步凸显了核电对于保障日本持续稳定
供电的重要性，日本政府的政策方向也正
在慢慢发生变化。

日本经济产业省指出，目前该国 88%
的能源供应来自化石燃料，而且几乎全部
依赖进口。日本的地理情况使得该国很难
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能源需求，森林和多
山的地形极大限制了太阳能和陆上风电
的发展空间，近海可用于固定式海上风电
的区域面积也相对稀缺，而浮式海上风电
在技术、 商业模式等层面还并未达到成
熟，这意味着核能势必拥有一席之地。

梶山弘志表示：“虽然可再生能源将
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但地理的局限性迫使

我们必须部署所有可用技术， 包括核能、
氢以及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等。 ”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估算，未来，日
本 30%-40%的能源需求仍然需要采用了
CCS 技术的核电站或化石燃料电站提供。

公用电力事业公司也持续要求重启
核电。 日本原子力产业协会主席 Takashi
Imai 表示， 日本要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
目标， 核能作为低碳能源的作用不容忽
视。 “日本自然资源有限，大部分一次能源
依赖化石燃料进口，因此必须更积极地利
用核能来提高自给自足能力。为了实现碳
中和目标并提高能源自给率，日本必须尽
快重启仍然闲置的核电机组，并努力更新
旧核电站、建更多新核电站。 ”

日 本 钢 铁 联 合 会 负 责 人 Eiji
Hashimoto 也表示， 钢铁行业同样需要核
能。 “政府应该为工业电价高企找到紧急
解决方案，以使日本钢铁在实现碳中和的
同时具备成本竞争力，重启闲置核电无疑
是一个有效选择。 ”

核废料处理面临挑战

然而，自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公众
对核电的态度始终没有得到改善，甚至一
度“谈核色变”，尤其是核废料得不到妥善

处理，进一步拉低了核能在日本的国民好
感度。

日本共同社最新问卷调查显示，截至
今年 1 月底，日本 80%的地方政府拒绝成
为接纳核废料的最终处理场所。根据对日
本市区町村 1469 个地方政府的调查，其
中 80.9%的地方政府没有接纳的想法，
13.9%的地方政府不曾讨论此类议题，只
有启动了核废料处理场选址第一步文献
调查的北海道寿都町和神惠内村给出了
“可能会接纳”的积极答复。

日本大部分地区仍然对核能避之不
及，理由包括“无法确信安全性”“担心形
象受损”“无法得到民众同意和理解” 等。
部分拥有核电站的日本地方政府认为，已
经为国家能源产业作出贡献，尽到了社会
和经济责任，不愿再成为核废料处理地。

而对于日本中央政府为愿意进行处
理场选址调查的地区提供数十亿日元补
贴的做法，大部分地方政府强调，这只对
那些财政相对薄弱的市町村有吸引力。

因此， 尽管行业普遍呼吁日本政府
在即将修订出台的第六次能源战略计划
中进一步强化核能的重要地位， 包括加
速核技术创新、核制氢等，但如果无法有
效解决核废料处理难题， 提高国民对核
能的认可度， 日本核电重启的脚步依然
无法加快。

日前，西班牙 2021 年第一轮可再生能
源招标落下帷幕。 在此轮达成交易的约 3
吉瓦“绿电”中，陆上风电招标价格低至 20
欧元/兆瓦时，创下欧洲大陆的历史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 此轮可再生能源招标
为西班牙首次采用差价合约机制（CFD）
进行招标。 尽管可再生能源项目报价一再
走低，但也有质疑声认为，这一模式也为
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了隐忧。

风、光项目“硕果累累”

据清洁能源资讯网站 GTM 报道，在
今年 1 月底举行的这一轮招标中，西班牙
总计推出 3.18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装
机份额，最终，光伏在此轮招标中凭借更
低的报价获得超过 2 吉瓦份额，而陆上风
电则锁定了 998 兆瓦项目。

数据显示，在此轮招标中，陆上风电最
低报价达到了 20 欧元/兆瓦时，整体上看，
陆上风电报价在 20-28.89 欧元/兆瓦时的
区间。 与此同时，光伏项目报价相对更低，
成功交易的光伏项目平均报价为 24.4 欧
元/兆瓦时，最低报价则达到了 14.8 欧元/
兆瓦时。

在此轮招标中，总计有 84 家企业参
与投标， 提供了超过 9.7 吉瓦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 在业内看来，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业界对于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市场
的青睐。 西班牙生态转型部部长 Teresa
Ribera 指出， 今年首轮招标获得的积极
结果表明西班牙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
成本低廉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进入电网
系统后 ，也将为欧洲家庭 、公司以及工
业界带来经济效益。

欧洲风能协会 WindEurope 首席执
行官 Giles Dickson 指出， 此轮可再生能
源招标中，西班牙企业创下了迄今为止
欧洲陆上风电的最低电价，达到这一成
就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政府采用了新
的差价合约机制。 未来欧洲风能行业将
持续利用创新以及规模化发展来实现
降本。

降本扩容两不误

据了解， 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公布了最
新的国家能源与气候计划， 将在 2030 年
前， 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超过 23%，同
时实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供应总量的 42%
以上，“绿电”在电力供应中占比超过 74%。
另外，西班牙也曾发布计划称，将大幅提
高该国陆上风电装机总量，在当前 28 吉瓦
的基础上扩大至 50 吉瓦。

虽然目标远大，但在过去的数年里，西
班牙可再生能源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 从
资源禀赋上来看，西班牙地处南欧，拥有
得天独厚的光照资源，发展光伏发电潜力
巨大。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西班牙主
要采用补贴制进行招标， 并定期调整定
价，但由于监管不力，该国可再生能源产
能增加幅度一直偏低。

GTM 援引市场研究机构伍德麦肯兹

分析师 Brian Gaylord 的话称，早期西班牙
可再生能源拍卖价格低廉，这也直接导致
开发商不得不转向商业市场或双边购电协
议来实现盈利。

为此，西班牙引入了差价合约机制，
期待利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推动可再生
能源电力降低成本。 分析认为，差价合
约机制之所以有助于扩大可再生能源
电力的装机规模，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
能促使企业尽可能地降低资本支出，也
能够让政府以较低的成本支持可再生
能源电力装机的扩张。

部分细节仍有待完善

虽然新机制的引入一时获得了丰厚
成果，但也有部分业界人士认为，新引入
的拍卖机制部分细节仍有待完善。

GTM 援引西班牙电力经销商 Neuro
Energía 高管的话称， 根据目前这一拍卖

机制， 获得合同的企业需根据能源销售
情况而不是生产情况获得利润， 这也可
能导致部分电力生产商仅在电价走高时
才开始出售电力。 对此，西班牙政府应进
一步改革， 避免可能出现的企业操纵市
场的行为。

另外， 为推动该国浮式海上风电发展，
西班牙可再生能源业内也在敦促政府进一
步完善拍卖机制。

根据欧洲创新机构 EIT InnoEnergy 和
咨询公司 Enzen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 由于
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水域太深， 并不适合固
定式海上风电发展， 如果使用浮式海上风电
技术， 该地区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超过 22 吉
瓦，并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 对此，西班牙风
电 协 会 AEE 首 席 执 行 官 Juan Virgilio
Márquez López 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呼吁
称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于最佳实践的
机制，进而有序地推动西班牙海上风电
的投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