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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快递

广东分布式光伏发展现状及展望
特约撰稿人 杨鹂 奚溪

广东省是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的重要省份之一，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都非常有利于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产业

在发展中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同时也面临市场体系不完善、融资难等问题，需要各方形成合力，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

经过对广东分布式光伏发展产业的实地调研，本文阐述了广东省分布式光伏发展现状、问题和挑战等，总结值得推广的经验，

并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判断和建议。

广东是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潜力地区

广东省是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潜力

地区。尽管属于太阳能三类资源地区，光

照 资 源 并 不 发 达 ，等 效 发 电 小 时 数 在

1000—1200 小 时 之 间 ，但 广 东 省 资 源 禀

赋、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都非常有利于分

布式光伏发电产业发展。

第一，广东省制造业发达，适合安装分

布式光伏系统的屋顶资源非常丰富。中科

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早在 2018 年就对此作了

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适于安装太阳能的

面积约 150 亿平方米，潜在光伏装机容量约

2600 吉瓦，技术发电潜力约 300 万吉瓦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空间广阔。

第二，从电力用户需求侧看，广东省经

济发达，生活水平比较高，屋顶资源普遍位

于用电负荷集中区域，电力消纳潜力巨大。

第三，广东省电价水平相对较高。用

电电价和脱硫燃煤标杆电价在全国靠前，

有利于提高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

和电力收益。

地方政策持续支持产业发展

2010 年，广东省将发展光伏产业列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的新能源产业体

系中。2014 年起，佛山、东莞、广州陆续出

台地方补贴和支持政策，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成本下降，2016—2018 年间分布式光

伏 应 用 市 场 快 速 发 展 。 2018 年 ，《关 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印发、新

能源补贴拖欠及金融去杠杆等多重因素导

致分布式光伏开发进入震荡调整期，广东

省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在 2019 年出现

下降。

2020 年上半年，广东省光伏发电新增

装机同比增长 165%，但受疫情影响，分布

式新增装机同比下降 45%。分布式光伏累

计装机规模低于集中式，分布式装机中以

工商业项目占绝大多数。

伴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更多分

布式光伏政策出台，加上疫情逐渐缓和，

2021 年广东省新增分布式光伏容量达到

127 万千瓦，其中 95.84 万千瓦来自工商业

分布式新增装机，名列全国第四。同年，居

民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31.2 万千瓦，累计

并网 6 万户，累计装机约为 94.5 万千瓦。

2021 年新增装机中分布式光伏（56%）超过

集中式电站（44%），累计装机中分布式与集

中式各占一半。

2022 年，广东省印发《广东省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广东省促进工业经济平

稳增长行动方案》，大力推动分布式光伏发

展。其中《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指出，大力提升光伏发电规模，坚持集中式

与分布式开发并举，因地制宜建设集中式光

伏电站项目，大力支持分布式光伏；积极推

进光伏建筑一体化建设，鼓励发展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推动光伏在交通、通信、数据中

心等领域的多场景应用。“十四五”时期新增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2000万千瓦。

产业应用场景和模式

分布式光伏作为新兴产业之一，是国家

和广东省政策扶持的重点。经济激励上，分

布式光伏可申请发改、工信和建筑主管部门

负责的新兴产业发展补贴资金、绿色发展转

型资金、分布式光伏项目补贴资金、建筑节

能专项资金、绿色建筑分项资金、分布式光

伏碳普惠项目等资金支持。

2016—2018 年上半年，补贴政策推动

了分布式光伏市场的火热，特别是优质工

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吸引了众多投资主体

参与，除光伏行业投资者外，也吸引了金融

投资机构、基金、制造企业等进入市场。

分布式光伏应用场景上，目前除了满

足工商业和住宅用户的用电需求外，也注

重利用当地公共事业机构以及公共基础设

施的屋顶资源，打造分布式光伏与交通基

础设施、社区便民服务相融合的应用模式。

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从商业模式上通

常可分为四种：

1.自主投资模式：自建自用、自建自售

2.租赁模式：开发商和用户共同开发

租赁模式从租赁对象看，分为设备租

赁和房屋租赁。设备租赁是指免费为用户

安装和维护分布式光伏，定期收取租金，发

电收益可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费用；租金

付请后协商屋顶电站的归属权。房屋租赁

是指投资商打包房屋进行投资，电站资产

归属于投资方。

按照收益的分成方式，分为租赁方式

和收入分成方式。租赁方式是指分布式光

伏开发商租赁屋顶，建设分布式发电站，向

用户售电。收入分成方式是指售电收入在

开发商和屋顶业主之间分成。

3.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能源公司投资建

设、管理、维护、运营

此模式下，能源公司可向用户收取折

扣电费，多余电量可上网，还能获得补贴，

同时需要向建筑物业主支付租金。

4.第三方投资持有模式：如风险投资、

保险企业投资

融资难成产业持续发展痛点

尽管分布式光伏投资、建设和运营的

商业模式、应用场景日趋多样，产业在短期

内迅速发展，但在投资、建设和运行各环节

相关的监管、标准、规范尚不完善。正是由

于缺少相配套和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导

致分布式光伏产业出现融资痛点，包括缺

乏相适应的融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成机

制、投资方融资难或融资成本高、电费收益

不确定性等。

随着补贴退坡和政策收紧，融资难和

商业模式不清晰问题凸显，制约分布式光

伏发电行业发展，特别是中小工商业光伏

和户用光伏问题更为突出。

一方面，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单个项

目规模小且分散，在实际开发和运行中涉

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导致成本与回报分割

较难达成共识，从而使得开发成本不确定

性较大且实际回报率不足。另一方面，项

目融资难，政策性银行对项目支持投入少，

商业银行融资担保门槛高，对中小企业开

发的项目持谨慎态度，更偏好龙头企业。

户用分布式光伏的发展一直不太理

想，究其原因，包括居民电价不高、不能参

与电力市场、进入碳市场壁垒高、屋顶产

权不确定、光伏设备拆除风险高、不同地

方对建筑安装光伏的要求和标准不统一、

电网接入流程复杂等。这些因素更增加了

户用分布式光伏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和融

资难问题。

对产业未来发展的判断及建议

1.未来投资仍有好回报

项目可行性需要分析广东各地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投资成本、收益、光照资

源、补贴政策、上网模式、电站规模、运维费

用等方面。

随着光伏项目建设成本下降，以及广

东得益于资源、需求和政策优势，即使在

2020 年国家层面完全取消补贴实现平价上

网之后，分布式光伏的收益也应不会受到

太多影响，尤其自发自用项目收益更好。

考虑到地方补贴政策和用电需求等因素，

分布式光伏发电可着重开发深圳、珠海、广

州、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等地。

一些研究分析认为，广东省一般工商

业屋顶光伏年收益率在 15％—25%，成本

回收期 5—6 年，收益期为 25 年。

2.拓宽中小分布式光伏的融资渠道

由于分布式光伏政策环境的不确定

性、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电价的不确定性

和回报期长等因素，银行对分布式光伏贷

款比较谨慎。绿色信贷对贷款人的资质要

求审核较严，银行倾向于贷款实力雄厚的

大集团开发的光伏项目，中小企业获得银

行贷款门槛很高。“光伏宝”等低利率和免

抵押光伏贷款一定程度上刺激户用光伏发

电项目的发展，但银行出于防控风险需要，

审核严格，对这类产品持保留态度。中小

企业开发工商业光伏发电系统较难获得政

府贷款，况且地方银行更倾向于支持本地

光伏企业。

3.充分发挥碳金融的促进作用

广东省将分布式光伏发电纳入碳普惠

行为，参与碳交易市场。2017 年广东省发

改委出台《关于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管理

的暂行办法》，将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正

式纳入碳交易市场。广州、东莞、中山、惠

州、河源和韶关等 6 市首批纳入碳普惠制试

点地区。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替代电网供电

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具体核证量

化，通过市场交易赋予明确的市场价值，对

分布式光伏发电利用形成正向的市场激励。

中山市 2018 年获批了工商业和户用分

布式光伏项目。户用分布式光伏通过地方

平台打包参与核证减排的交易。史丹利

（中山）工具有限公司、达能（中国）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等 10 户核证省级碳普惠减排量

达 645 吨二氧化碳当量。

户用光伏成为碳普惠项目，能产生很

多协同效益。第一，增加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额外收益。在“双碳”目标下，碳排放配额

具有稀缺性，未来碳价有持续上升空间。

以 5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为例，若按碳

价 30 元计算，每年可获 2 万元左右的额外

碳减排收入。第二，将有利于推动个人低

碳行为，激活交易市场，减少政府监管压

力。第三，通过碳配额金融产品化，提高融

资能力，如碳配额质押、抵押贷款。在碳市

场规模小、对光伏发电企业的配额分配比

例不高、申请核证流程专业复杂、审核成本

相对较高等因素下，目前的制度安排有待

进 一 步 完 善 ，以 促 进 户 用 分 布 式 能 源 发

展。未来得益于“双碳”目标、全国碳市场

启动、第三方地方平台建设（分布式光伏特

别是户用光伏的碳资产统一开发）等因素，

户用分布式能源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4.创新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平价上网以及碳市场、电力现货交易

和绿证等市场手段的完善和成熟，将有利

于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使其有可能超过

集中式电站成为主流光伏发电模式。在农

村地区，有“渔光一体”等光伏政策的推动，

再加上相对于城市更丰富的土地资源，户

用光伏也有可观的发展潜力。但是，分布

式光伏未来的发展仍需在应用场景和商业

模式上进行创新。

就应用场景来说，未来中小型分布式

光伏发展模式不能“就光伏说光伏”，需要

进一步扩大应用场景并结合其他能源服

务，同数字、信息和物联网技术融合，具体

模式包括：分布式光伏＋既有建筑改造、燃

气、储能、虚拟电厂等。例如在珠海万山群

岛微电网中，分布式光伏与储能、其他分布

式能源及智能微电网技术相结合，为群岛

提供了安全、稳定及经济的电力系统。

在投融资机制上，需要打造能源行业

的“蚂蚁金服”。通过构建第三方地方服务

平台来统一协调屋顶资源、开发成本、运

维、电量和碳资产收益等，创新融资模式和

收益模式。

5.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

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极大缓解分布式

光伏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融资难及成熟

行业标准缺乏。

融资难是中小工商业和户用分布式光

伏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长期来看，

政府需要通过建成完善的市场机制确保行

业健康发展以及收益稳定，包括：绿证和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碳市场和碳普惠、电

力市场改革、放开分布式光伏电量交易、

隔墙售电等。短期来看，绿色金融和融资

租赁应针对行业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模式和

产品，政府应提供补贴或其他政策支持，

减少绿色金融面临的潜在信用风险，支持

小型工商业及户用分布式光伏发展。

同时，政府应建立长期、明确的监管政

策环境，以鼓励分布式光伏行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如在建筑新建和改造上，明确鼓

励小型工商业及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并

网发电系统接入政策支持的户用分布式光

伏余电上网；规范分布式光伏工程安装和

运维标准；建立以公开和透明方式分享分

布式光伏技术、培训、市场、融资信息和数

据的共享平台等。

（作者单位：绿色创新发展中心。本文

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1—7月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3.4%

8 月 1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7 月全社会用

电量等数据。

1—7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9303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63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1.1%；第二产业用电量 32552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1%；第三产业用电量 8531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4.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7586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2.5%。

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8324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2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4.3%；第二产业用电量 5132 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0.1%；第三产业用电量 159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1.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480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

另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2 年 1—7 月电

力消费情况》，分地区看，1—7 月，东、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22845 亿千瓦时、

9481 亿千瓦时、14361 亿千瓦时和 2615 亿千瓦时，

增速分别为 1.7%、7.5%、4.2%和 0.1%。7 月份，东、

中 、西 部 和 东 北 地 区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速 分 别 为

4.6%、10.5%、7.9%和－2.2%。

（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站）

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同比增1.2倍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消息，工信部 8 月 12 日发

布《2022 年 7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

示，7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1.7 万辆和 59.3

万辆，同比均增长 1.2 倍，市场占有率为 24.5%。分

车型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7.2 万辆和 45.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0 倍和 1.1 倍；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4 万辆和 13.5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1.8倍和1.7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92 辆和 245 辆，同比分别增长 4.6 倍和 13.4%。

上半年石化规上企业
营收同比增20.9%

《人民日报》消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日前发布 2022 年上半年全国石化行业经济运行情

况。数据显示，上半年，石化行业经济运行超出年

初预期，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1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0.9%；实现利润总额 7521.2 亿元，

同比增长 24%。

全国已建成加氢站超270座

《人民日报》消息，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上半年

能源领域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15.9%。通过统筹

推进加氢网络建设，截至 6 月底全国已建成加氢

站 超 270 座 。 根 据《氢 能 产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2021—2035 年）》，到 2025 年，燃料电池车辆保

有量约 5 万辆，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

广东计划到2025年
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超万辆

《经济观察报》消息，8 月 12 日，广东省发改委

等八部门印发《广东省加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城市群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推广 1 万辆以上燃料电池汽车目标，年供氢

能力超过 10 万吨，建成加氢站超 200 座，车用氢气

终端售价降到 30 元/公斤以下。

欧洲干旱致1—7月
水电同比减两成

央视新闻消息，欧洲今夏高温不退、干旱严重，

影响水力、核能和太阳能发电。挪威咨询企业吕斯

塔德能源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欧洲今年前 7 个月水

力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两成，核能发电量减少

12%。以意大利为例，水电占该国总电力产量的

20%，但该国过去 12 个月水电产量骤减 40%。

美国一柴油管道破裂
20万升油泄漏

央视新闻消息，据美国广播公司 8 月 12 日报

道，美国怀俄明州环境质量部紧急响应协调员乔·
亨特当日表示，怀俄明州一柴油管道破裂，造成

205000 升柴油泄漏。亨特称，管道运营商布里杰

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于 7 月 27 日发现了柴油泄漏，清

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642 294 373 608 543 784 1028 1094 1320 1038 1796 3002

13410 6495 7685 13098 12121 17693 24418 26060 32070 26137 45604 76227

2021年广东省户用光伏并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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