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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光伏产业发展新征程
本刊记者 ■

李鹏 包婧文

“两会”代表激情发声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征程，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委

为中国共产党人现实的奋斗目标，其中，打好蓝

书记舒印彪：

天保卫战、脱贫攻坚战是实现目标必不可少的战

光伏扶贫是一条实现精准扶贫的好路子

略行动，光伏产业可助一臂之力，这也意味着我
国光伏产业将由此开启新征程。
随着一系列数据出炉，光伏发电在 2017 年
交出了一份完美的成绩单。根据国家能源局公
布 的 数 据，2017 年 光 伏 发 电 新 增 装 机 5306 万
kW，居可再生能源之首。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
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3 亿 kW。与此同时，
弃光现象明显改善，弃光率下降 3.8 个百分点。
近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2018 年能源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健全市场机制，

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

继续实施和优化完善光伏“领跑者”计划，启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

动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示范和实证平台建设工作。

目标。我国多次强调指出，脱贫攻坚重在精准，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做好

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

能源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实施“十三五”

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

光伏扶贫计划，加强光伏扶贫项目管理，保障

上见实效。

光伏扶贫工作稳妥有序开展。将安排村级光伏

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结合实际，积极开展扶

扶贫电站规模约 1500 万 kW，惠及约 200 万建

贫工作，在实践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开展光伏

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为贫困地区建设光伏电站，上网电量收益

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

直接用于贫困群众增收，是一条实现精准扶贫的

新兴产业，不仅服务于国内能源转型，对全球应

好路子。

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也做出了贡献。因此，大

从国家电网公司在湖北开展的定点光伏扶贫

力推动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助推能源转型成为

情况来看，效果非常好。公司为每个贫困村投资

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及光伏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200 万元，建设一座 200 kW 的村级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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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提供帮扶资金约 19 万元。发电收益全部

厂电价附加费近 700 亿元；三是许多可再生能源

由村集体使用，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增强了村党

发电企业电费收入被大量拖欠、成本负担提升，

支部的凝聚力。我们还配套建设了国内最大的分

企业经营艰难，影响了社会各界对可再生能源发

布式光伏云网，为全部光伏扶贫电站提供免费接

展的信心。

入，群众通过手机客户端可以实时查看电站运行

建议适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
标准，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由目前的 1.9 分 /

状况和预期收益。
建议进一步加大光伏扶贫力度，将光伏电站

kWh 提升至 3 分 /kWh 及以上，后期随着光伏、

建设计划更多向贫困地区倾斜，将对光伏的财政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逐步降低、实现平价

补贴优先用于支持光伏扶贫项目，使更多贫困群

上网时，再适时降低征收标准，直至取消；同时，

众受益；引导和支持国有企业发挥专业技术等综

强化征收的管理与监督，严格做到应收尽收；将

合优势，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积极参与光伏扶

燃煤发电的脱硫脱硝除尘电价附加补贴资金改为

贫工作，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

作为中央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将认真履行所
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发挥自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 CE0 陈康平：

加大光伏扶贫力度

身优势，积极开展光伏扶贫，优先做好光伏扶贫项
目并网接入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新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仁贤：

加大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力度

建议高度重视光伏扶贫工作，在政策、资金
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尽快将已投运的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纳入新能源补贴目录，使光伏扶
贫产业尽早产生扶贫收益，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
助力攻坚脱贫。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的不
断增加，以及部分环节电价附加未足额征收等原

要确保光伏扶贫电站的纯公益性质，不建

因，造成目前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征收出现

议企业和政府合股持有光伏扶贫电站，把国家

了严重不足，制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扶贫产业政策变相成为企业获利政策；建议政
府按照公益工程 BT 模式吸引企业参与项目建设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状况：一是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贴资金缺口巨大，合计已超过 1000 亿

和运维。
统筹做好光伏扶贫电站与接入电网工程规

元；二是电价附加未能全面征收，漏征收自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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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协同开展项目选址、同步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着光伏企业税费高的问题。当前，我国光伏行业

使选择的站址满足接入条件、建设的电站能够全

从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硅片、电池片、

额消纳，有利于缩短扶贫电站建设投运周期，提

组件、逆变器等一系列元器件、主附件的生产，

高电站开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突出效益和安

再到下游的光伏发电，都是全额全税征收。传统

全性，由各地自行决定光伏扶贫电站规模和建设

制造型企业税费过高，生存压力巨大，对新兴产

方式。

业来说更是举步维艰，光伏新能源产业就是其中

对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下达后新增的

的典型代表。

光伏扶贫接入电网项目，采取向能源主管部门备

建议完善基本支付规则，尽量简化补贴资金

案的方式，调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计划，确

征收和拨付程序，清理并改革不合理的税制，减

保光伏扶贫项目早建设、早投运、早见效。参照

免光伏行业的税费。

国家光伏项目“领跑者”计划实施办法对光伏扶
贫电站建设企业资格把关，保证光伏扶贫电站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

量安全和投资收益。政府结合贫困户整体搬迁项

团董事长南存辉：

实行差异化光伏补贴政策

目，对集中安置的新建农居统一配套规划、建设
屋顶光伏扶贫电站。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加快落实光伏补贴发放 减免光伏行业税费

近几年，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然而，包括光伏补贴在内的新能源补贴
拖欠，近年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制约
行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户用光伏发展虽然火热但也面临
光伏产业关乎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转

重重困难。除浙江省外，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地方

型，关乎能源安全及环境污染问题，而如何解决

补贴支持，居民收益难以确保，导致户用光伏推

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问题，已迫在眉睫。

广缓慢。部分地区电费补贴发放不及时、时常拖
延，发放周期甚至长达 6 个月以上。居民电站并

补贴发放的对象看似在光伏电站环节，其实
是一环扣一环的，它所引起的连锁拖欠，形成大

网接入时间长，从申请到完成并网需 2 个月左右。

量的呆账、坏账和“三角债”，不仅导致整个光

存在光伏贷金融产品不健全，银行光伏贷业务成

伏产业处于资金吃紧的状况，还将冲击投资者对

本高、标准高、额度低、效率低的问题。

光伏产业投入的信心和决心。

建议国家应实行差异化光伏补贴政策，针对

光伏产业不仅面临着补贴发放困难，还面临

户用光伏与地面电站实行不同的补贴标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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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完全参照扶贫的补贴标准执行。此外，

我认为我国政策应从光伏技术的开发和光伏

地方政府也要出台地方补贴支持。参照浙江省的

产品的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加以引导。一方面应加

运作模式，地方政府可根据地方资源状况出台地

大对光伏科研项目的补助力度，激发新技术的产

方补贴政策。

生；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技市场的开源流通，
让光伏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能够被广泛应用到实际

场外企业热烈呼应

中。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我建议当地政府加大政

两会期间，光伏产业获多位代表关注，并提

策力度，对扶贫项目的融资、协调进行重点支持，

出相关议题，引发了行业热议，为此，我们对东

以确保项目可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并以此作为

方日升、正信光电、晋能科技 3 家企业进行了采访。

脱贫的新途径，造福更多百姓。
晋能科技总经理 杨立友：

问 : 全国各省代表员就光伏产业进一步发
展提出议案。在企业看来，为加快推动我国光伏
产业稳步可持续发展，政策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引
导？目前的政策哪些需要进一步细化？尤其是针
对光伏精准扶贫方面的政策规划。
东方日升全球市场总监 庄英宏：

在国家和光伏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光伏
产业发展已逐渐成熟。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我
国整个光伏产业链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
国光伏发电的非技术成本仍然较高，希望能出台
除了国家出台的光伏产业总指导方针，各个

相关政策以推进非技术成本的下降。

地方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出台针对各自地方发展
的政策，不管是土地政策还是补贴，都需要明细。

问 : 对于 2018 年我国光伏产业整体发展，

正信光电扶贫项目总监 洪家劲：

您有何预判？高效技术发展将呈现哪些新的变
化？哪类技术有望在新的一年赢得市场的青睐？
东方日升全球市场总监 庄英宏：
2018 年，我国光伏产业整体依然会保持强
劲的上升趋势，新产品新技术相继问世，产品价
格将下降，整个行业逐渐进入平价上网阶段。
2018 年，只要是能促进产品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
都具有发展潜力，并有望实现规模化应用。
正信光电技术质量总经理 王栋：
预计 2018 年光伏产业会继续呈现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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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高效技术的更新速度会加快，技术

且在招聘相关代理，旨在将分布式光伏发电向全

内容会向如何提高发电效率和降低成本等方向靠

国人民推广。已经有很多户主开始安装我们的分

拢，例如双面双玻、多主栅技术等符合发展方向

布式电站，并且招商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的技术，在市场上会受到广泛关注。

正信光电零售渠道中心副总裁 刘佃军：
2018 年分布式光伏发电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晋能科技总经理 杨立友：
领跑者、分布式、光伏扶贫仍然是 2018 年

的状态，如今城市化进程加快，用电需求量上涨，

光伏行业发展的主题，预计 2018 年的全国光伏

分布式光伏发电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其高

装机量与 2017 年相差不大。随着行业的不断成

速发展也在情理之中。在推进分布式发电项目发

熟发展，降低度电成本、逐渐摆脱对补贴的依赖

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与之相关的规划、

是整个行业的发展目标，而不断提高组件功率和

施工、设计等方面的标准不够明确，一些中小企

发电效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预计今

业的管理制度也不够完善。正信光电在这方面一

年金刚线切割、半片、PERC 等技术的应用规模

直严格要求，通过精细的方案规划和高标准的制

将不断扩大，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成熟，

定，来推动分布式发电项目稳步实施。

这些技术的成本也将不断下降。

晋能科技总经理 杨立友：
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开
展，高效、超高效产品不断涌现，2018 年分布

问 : 随着行业的技术创新与政策的助力，分

式的发展将延续 2017 年的趋势。

布式光伏在过去一年取得爆发式增长。那么您认
为 2018 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领域是否还将延续高
速增长态势？在推进户用、工商业等分布式发电

问：根据企业对 2018 光伏市场的预判，在

项目应用的过程中，企业面临哪些挑战？有何应

市场布局、产能技术升级等各方面，企业有何规

对之策？

划？发力重点在哪里？

东方日升全球市场总监 庄英宏：

东方日升全球市场总监 庄英宏：

我们认为，2018 年分布式光伏发电领域依

2018 年光伏产品新技术将层出不穷。东方

然会延续高速增长态势。现阶段，分布式光伏发

日升有专门的研发团队，一直进行新技术、新产

电还处于成长期，在应用过程中，企业面临的挑

品的研发生产。2017 年 9 月，东方日升自主研

战也不可避免，比如，行业外的人对分布式光伏

发的半片高效组件已经实现量产，并顺利出货。

发电了解较少，接受程度不高；同时，屋顶分布

现在，公司技术团队正在研发高功率密栅组

式对屋顶的朝向、结构等也有一定的要求。但东

件，其是具有优异抗 PID 特性的密栅组件，首年

方日升已有专门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团队，包括分

衰减率较常规组件更低且无初始衰减；而较低的

布式光伏系统平台设计团队、工程施工团队、运

温度系数也赋予其可靠的耐高温特性，令组件在

营维护团队、光伏产品公司等专业部门和机构，

较高温度下依然能保持稳定运行；加之优异的弱

可以从分布式光伏系统立项咨询、方案设计、工

光响应，使其在发电量方面也有额外的提升；此

程安装、并网支持、监测维护到系统升级等各个

外，组件输出功率的大幅提升则归功于更加密集

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专业的团队提供交钥匙光

的电池片主栅带来的遮光面积较小、电流传导距

伏系统解决方案。我们秉承“用专业人、做专业

离短、串联电阻低等一系列良性效应，而上述因

事”的态度，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目前，东方

素的综合影响也进一步降低了组件在正常工作条

日升已开始在全国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

件下因内部隐裂形成热阻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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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刚公布的金坛及义乌的电池及组

断完善加工工艺，使产品能更加适应光伏市场。
晋能科技总经理 杨立友：

件生产基地，将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旨在为
国内外光伏市场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产品。公司

晋能集团为顺应能源产业结构新变化和发展

会时刻关注行业内的最新技术，学习并加以研发。

新趋势，适应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要求，

正信光电技术质量总经理 王栋：

将发展方向调整为以“清洁能源为主业，煤炭、
电力 ( 电网 )、房地产为副业，新材料、金融为

正信光电在市场布局方面的重点将会放在大
力开拓户用分布式市场上，提供完善的服务和快

新产业”的“一主、三辅、两新”产业体系。

捷的渠道，提升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公

作为集团清洁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超

司独创的正信小宝服务系统正是在开拓分布式市

高效技术的领军企业，2018 年，在国内市场，晋

场中迈出的一大步，它能将不同用户的需求进行

能科技将凭借符合新“领跑者”标准的组件参与

细分，使产品符合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其一体化

“领跑者”基地的竞争，促进度电成本的不断下降；

的快捷安装模式、完善周到的售后服务真正推动

同时，进行分布式项目融资模式的创新，继续向

了户用分布式发电项目的规范化运作。

光伏扶贫项目提供符合“领跑者”标准的光伏组

正信光电不仅重视户用市场的拓展，也重视

件，为贫困户精准脱贫保驾护航。在海外市场，

工商业分布式的业务。今年正信光电与国网商城

晋能科技针对发达国家土地、人工成本高昂的情

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就分布式光伏领域展开进

况，特别推出 PERC 和 HJT 组件，单位面积发

一步的深度合作，以此加速推进我国分布式光伏

电量得到有效提升，尤其是 HJT 组件，与常规

产业的规模化应用。

组件相比，其整体发电量提升了 44%。晋能科技

在技术层面，正信光电会不断加快高效产

还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继续向现

品的革新进程。近期国内首创的石墨烯 12 栅技

有合作伙伴出货的同时，针对沿线国家能源结

术正体现了正信光电的创新能力和高端的制造技

构转型的需求，晋能科技将继续开拓海外市场，

术，之后公司会将研发重点放在石墨烯 12 栅组

把高性价比和高技术含量的光伏组件带向全球。

件这类具备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技术上，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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