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要点： 
 多家媒体报道，最新一版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已经上报国务院，配额

制预期即将出台，风电、光伏行业迎来大发展。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预计即将出台。最新一版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近日

已上报国务院，预期即将正式出台。早在 2014 年 8 月能源局就发布

了《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办法》初稿，向各部委、地方政府和电

网征求意见并修订。征求意见稿设定的短期指标（2015）定的比较高，

我们根据配额数据测算，2015、2017 和 2020 年国内风电并网发电容

量需要分别达到 118GW、157GW 和 213GW；光伏并网发电容量需要

达到 41GW、72GW 和 102GW，而风电和光伏 2014 年底的并网容量

预计分别只有 90GW 和 25GW 左右，2015 年新增并网需要分别达到

28GW 和 17GW，短期目标偏高，但是“十三五”期间风电和光伏年

均需要新增并网只需要 19GW 和 12GW，目标并不高。我们判断新版

本的配额制将修改短期目标，作出一定的调整，而对于长期指标可以

更加乐观一些。配额制考核的是省级政府和电网企业，从发电、输电

和消纳的角度提出了要求，有可能上升至约束性指标，激励和惩罚可

能与节能减排挂钩，超额完成配额的地区可以冲减能源消费总量，未

能达标的地区，能源主管部门可采取暂停下达或减少其化石能源电力

年度新增建设规模等措施。 

 “风光”前景光明，存量风电资产价值有望提升、分布式光伏成为重

要发展方向。配额制的出台，将明确我国发展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决

心，风电、光伏前景光明，行业迎来长期发展契机。配额制考核地方

政府和电网公司，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输电，

对于目前存量的、弃风较为严重的风电资产将形成利好，例如东北地

区、甘肃地区，地方政府和电网将自发推动存量风电消纳，减少弃风，

以完成发电配额和输电配额指标，从而提升存量风电资产价值。配额

制明确了分布式光伏的重要方向，按照征求意见稿数据，2015、2017
和 2020 年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光伏发电量（主要是分布式）占比分别

达到 31%、36%和 37%，测算并网装机容量分别需要达到 15GW、30GW
和 44GW，分布式占光伏总装机比例将分别达到 37%、42%和 43%，

分布式光伏的大力发展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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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新能源板块开启投资价值新时期》 

2015/1/6

《快节奏发展，打造民营光伏运营平台》
2015/1/5

《能源局连发三文力推国内光伏发展》

2014/12/24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2014/12/14

《能源局力推海上风电》 

2014/12/12

《光伏电站补贴发放流程或将简化》 

2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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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配额制即将出台，“风光”前景光明，我们继续推荐 A 股标的金风科技、天顺风能，建议关注港股风

电运营标的龙源电力、华能新能源和中国电力新能源。光伏板块我们继续推荐单晶龙头隆基股份，光伏运营板块

推荐江苏旷达、爱康科技。 

 

表 1：配额制要求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及装机容量测算（征求意见稿） 
 2013 2015 2017 2020 

风电发电量（亿千瓦时） 1401 2483 3302 4466 

风电并网容量（GW、测算）  118 157 213 

太阳能发电量 87 527 902 1272 

——华东+中南地区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164 325 471 

——其他地区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363 577 801 

——华东+中南地区光伏并网容量（GW、测算）  15 30 44 

——其他地区光伏并网容量（GW、测算）  26 42 58 

合计光伏并网容量（GW、测算）  41 72 102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研究所，测算过程未考虑光热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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