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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从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看 2015 年光伏 

光伏补贴分配或向分布式倾斜 
 

   行业简报  

      事件：能源局召开 2015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对风电和光伏提出：“大

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集中送出与就地

消纳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下达“十二五”第五

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组织实施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案。制定和实

施 2015 年光伏发电年度规模计划，做好光伏发电项目与配套电网建设衔

接，简化和完善分布式光伏补贴申请和发放程序，切实解决光伏发电融

资难、并网难、补贴滞后等问题。在保持补贴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周

密论证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分配方案，进一步促进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

协调发展。“我们总结对比过去三年能源工作会议，对光伏行业 2015年

发展脉络进行预测。 

◆2014 年风电、光伏和核电装机目标不达预期 

水电、风电、光伏和核电年初设定目标分别为 20GW、18GW、14GW

和 8.64GW。但实际完成量分别为 20GW、14.52GW、10.58GW 和

5.49GW。风电、光伏和核电装机量均不达预期。 

◆2013 年以来首次不在工作会议中设定装机目标，人事变动是或成首因 

相比较 2013、2014 年工作会议报告，2015 年工作会议并没有设定

目标。我们认为首要原因是能源局局长的变更，其次是 2014 年装机目标

完成情况较差，而且 2013 年也存在没有完成的情况，所以现在能源局设

定目标越来越谨慎，不愿意设定过高目标。 

◆2013 年来核电首次至于非石化能源第二位，风、光下降成为三、四位 

2013年报告并没有提及核电，而2014年将核电放在了生物质能之后，

2015 年的工作会议则将安全发展核电至于推进能源供给革命的第二位。

风电和光伏从第二、三位的论述位置跌至三、四位。 

◆能源局首次将制定装机规模目标列入重点 

能源局将制定装机规模列入工作重点，就是对装机规模目标制定的重

视。画饼式的目标无法与市场相匹配，将导致企业经营计划制定产生困难。

14 年初制定 14GW 的目标，导致 14 年上半年大量企业开工备货，最终结

果是全年产品价格的疲弱。 

◆为促进集中式与分布式协调发展，光伏补贴分配或偏向分布式 

分布式光伏发展一直是难题，在促进并网，推动融资等各方面能源局

已经尽其所能。但现在发展依旧存在问题，吴新雄在讲话中提出“论证可

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分配方案”完全可以解读为补贴政策向分布式倾斜，但

倾斜力度并非只发展分布式，而是要“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 2015 年光伏目标将偏重分布式，但更具备可操作和可实施

性，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补贴体系下，15 年能够完成 15GW 左右的装机量，

15GW 的构成主要是 1.14 年核准后但并没有完工的项目，约有 3-4GW。 

2.全年自然装机量不会低于 8GW （地面 5GW+屋顶型分布式 3GW）3.

滩涂、荒地等分布式增量 2-3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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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2015 年能源局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光伏部

分对比 

表 1：2013 年-2015 年能源局工作会议光伏部分对比 

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内容 重点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 

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积极发展水电，协调发展风电，
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全年新
增水电装机 2100万千瓦、风电装
机 1800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1000万千瓦。…. 

2014年要重点做好以下 10个方面
工作：… 
  （三）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促进
能源绿色发展。 
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集中送
出与就地消纳相结合，稳步推进水
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
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安全高效
发展核电。2014 年，新核准水电
装机 2000 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
1800 万千瓦，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1400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占
60%），新增核电装机 864 万千瓦。 
… 
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加强光伏发电并网
服务、保障性收购等全过程监管，
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到位。重点推进
北京海淀区等 18 个分布式光伏发
电应用示范区建设，适时召开现场
会，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在大型
公用建筑、工商企业、观光农业、
居民住宅等领域拓展分布式光伏
发电。协调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和
金融机构做好项目建设、并网接入
和金融支持等配套服务。探索形成
符合实际的分布式光伏商业模式，
逐步降低发电成本，力争 2020 年
光伏发电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 

2015 年要突出抓好以下重点工
作：… 
  三是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
电。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集
中送出与就地消纳相结合的方针，
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下达
“十二五”第五批风电项目核准计
划，组织实施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
设方案。制定和实施 2015 年光伏
发电年度规模计划，做好光伏发电
项目与配套电网建设衔接，简化和
完善分布式光伏补贴申请和发放
程序，切实解决光伏发电融资难、
并网难、补贴滞后等问题。在保持
补贴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周密论
证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分配方案，
进一步促进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
协调发展。 

评价   1. 少了装机目标 

2. 由 2014 年“加快”向“加大”转变 

3. 首次提出“周密论证补贴方案” 

4. 核电至于风光之前 

资料来源：能源局 

 

附录：讲话原文 

2015 年工作会议：http://www.nea.gov.cn/2014-12/31/c_133889844.htm 

2014 年工作会议： 

http://www.chinapower.com.cn/newsarticle/1204/new1204351.asp 

2013 年工作会议： 

http://news.cntv.cn/2013/01/09/ARTI13576676195943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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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

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陈浩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光大证券研究所非金属建材行业研究员。研究注重逻辑和

前瞻性，运用合理方法，力求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热点，重点公司深入分析、跟踪紧密，最后综合基本面和估

值给出投资建议。 个人优势：基本面研究，行业及重点公司数据全市场应为独到； 优势领域：水泥行业。 熟悉

公司：华新水泥、江西水泥、同力水泥、天山股份、青松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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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日期 评级 

 

买入— 增持— 中性— 

减持— 卖出—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

明确的投资评级。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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