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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2009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布

《清洁经济，生机星球——奔向强大的清洁能源技术产业》的报告预测，中国

快速增长的份额正在促进清洁能源技术成为世界第三大产业。 

 

单位GDP衡量，根据清洁能源及相关技术销售情况进行国家排名。走在风

能和绝热保温领域前沿的丹麦和生物乙醇巨头巴西名列前茅，德国则名列第三。 

2010年中国从生产清洁能源能源方面

获取的金额排名世界第一，达640多亿美元

。中国从清洁能源技术中获取的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1.4%。美国的清洁能源生产

排名世界第1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 



报告预测，至2020年，全球清洁能

源产业产值将高达1.6万亿欧元，成为汽

车和电子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工业产业。 

2007年，全球清洁能源技术销售额

达六千三百亿欧元，已超过全球制药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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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在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公司已

经显示出领跑世界的潜力。到2009

年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

阳能光伏生产国，并拥有世界上第

二大风能生产能力。 



光伏装机突破历史新高，新兴市场托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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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1GW，相对于2011年的

27.9GW增长11%，累计装机量达到98.5GW的历史新高。从近几年来较大幅

度的增长率波动来看，光伏应用市场还处于政策驱动模式的主导下。但鉴于装

机规模已接近100GW和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今后几年全球光伏应用难现前

几年的爆发式增长。 

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光伏市场的中心也正从欧洲的德

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向中国、美

国和日本等新兴市场转移。德国光伏进

入稳定发展阶段，连续三年维持在

7.5GW左右，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深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2012年光伏装机

量大幅减少。以中国、美国和日本为代

表的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2012

年三国装机合计占全球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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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受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全球范围内制造产能非理性扩张的影响，在

2011年底全球光伏制造产能突破79GW，产量40GW，而当年的装机量仅为

27.7GW。供需的严重偏离导致了2012年组件价格延续了2011年下跌的趋势，

从年初的0.9美元/瓦下降到年底的0.65美元/瓦。企业利润被挤压，破产倒闭的

新闻也已让人些许麻木。经过2012年的洗礼，全球的光伏产能已降至70GW，

产量39GW，但仍然高于31GW的新增装机。这标志着光伏制造整合大幕的拉

开，也预示着整合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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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光伏装机

4.5GW，增速达到66%，累

计装机量近8GW 

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政策开路，国家电网服务护航，未来光伏应用市场可期 

国家对发展光伏应用的坚定决心和鼓励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2012年以来
国家在光伏应用领域的各项利好政策：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
间新增光伏装机20GW，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申报分布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的通知》提出“
十二五”期间各省500MW的分布式发电装机目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 
4. 国家电网公司10月26日召开服务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
《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支持、欢迎、服务”
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的基本原则，国家电网公司从规划设计、技术检测、并网
接入、计量收费、安全运行等全过程加强调查研究，积极采取措施，全力做好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工作 



金太阳示范工程 

“金太阳示范工程”是国家2009年开始实施的支持国内促进光伏发电产业

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项政策。“金太阳”工程是

继中国政府在3月出台对光电建筑每瓦补贴20元政策之后的又一重大财政政策，

将适时地推动中国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展。2013年1月初，利用厂房屋顶的20兆瓦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在包头稀土高新区风光机电园区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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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光伏产业有着诸多隐患，包括：  

1）相比中国光伏电池的巨大产能，中国光伏市场仍待发展，市场风险很高； 

2）光伏市场易受国外光伏补贴政策不稳定的影响； 

3）多年爆发式增长引发中国光伏产业投资过热，光伏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长远来看，中国光伏产业“两头（技术和市场）在外”的问题正逐步得到解

决。中国本土光伏市场的快速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光伏产业走出低谷。而且，当前光

伏产业所面临的压力有助于产业整合，技术革新和成本控制，早日实现光伏发电平

价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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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与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三次配额有偿发放竞价结果 

广东碳交易发展路径及其特色 

 98家控排企业和新建项目单

位竞价成功，竞买总量为802.3318

万吨。最高申报价格为81元/吨，最

低申报价为60元/吨，三次竞价平均

报价分别为60.71元/吨、61.01元/

吨、62.26元/吨，最终竞买统一价

均为60元/吨，总成交金额为4.8140

亿元人民币。 

行业 成交企业家数 成交数量（吨） 成交价格（元/吨） 成交金额（元） 

电力 59 6,311,363 60 378,681,780 

水泥 26 1,227,352 60 73,641,120 

石化 4 367,570 60 22,054,200 

钢铁 9 117,033 60 7,021,980 

总计 98 8,023,318 60 481,39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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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登记系统 交易系统 

1. 企业注册开户  

2. 配额创建 

3. 政府配额分配 

 分配账户 

 储备账户 

4. 企业配额总量及有

偿配额数量录入 

5. 企业注册信息发送

（给交易系统） 

6. 企业查看交易账户

竞价购入数量 

7. 有偿配额拍卖 

1. 企业注册开户  

2. 账户绑定 

3. 企业参与配额拍

卖竞价，购买有

偿配额  (配额总

量的3%) 

4. 竞价成功后告知

登记系统竞价购

入数量 

5. 出碳、入碳、出

金、入金 

6. 企业间交易 

银行结算系统 

1. 企业开户 

2. 竞价保证金 

2. 结算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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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三大体系 

广东碳交易发展路径及其特色 



广东碳交易特色 

广东碳交易发展路径及其特色 

配额分配方式 
广东省配额实行部分免费发放和部分有偿发放。其中，
2013-2014年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的免费配额和有

偿配额比例为97%和3% 

抵消机制（CCER）
占当年排放配额数量

的比例 
≤10% 

CCER来源 70%以上应为广东省本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特点 国内首尝配额有偿发放 

碳市场配额交易量 
（截止2014年3月18

日） 

一级市场成交量802万吨，成交额4.8亿元 
 

二级市场成交量12.59万吨，成交额757.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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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促进光伏能源发展建议 

1、建设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信息发布平台  

    以广碳所平台为抓手，建立分布式光伏

发电等新能源推广应用信息发布平台。充

分利用广碳所现有平台渠道优势，将广碳

所建设成为政府新能源领域信息发布平台。 

    委托广碳所设立新能源政策解读及政府

补贴发放平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通

过广碳所现有平台发放新能源相关补贴，

增加市场透明度，提高补贴发放公平性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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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碳所依托低碳投融资服务平台，为部分依赖外部投资的光伏项目进行融
资，对其中资质较好的项目提供发债辅导，同时创新融资的抵押方式、引入供
应链融资模式、将上游设备供应企业纳入融资链条，尽快促成广州市光伏发电
投融资体系的形成。  

2月20日，招商新能源集团旗下联合光伏携手国电光伏和网信金融（众筹
网）等在深圳共同启动光伏互联金融战略合作，通过互联网众筹的新模式在深
圳前海新区联合开发全球第一个兆瓦级的分布式太阳能电站项目，这是国内光
伏电力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次牵手。这也无疑将成为光伏行业的里程碑事
件。       

美国众筹光伏项目融资平台——马
赛克太阳能公司2011年5月成立以来已
经募集了超过600万美元，为超过
18MW光伏项目提供了融资服务。除了
来自VC投资者的青睐，2012年6月，马
赛克还获得过美国能源部200万美元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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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促进光伏能源发展建议 

2、打造光伏能源投融资平台  



 按照广东省发改委的部署，广东今年将在广州试点开展建筑领域的节能

量交易。国家发改委已确定将节能量交易纳入碳交易平台。同时，省发改委拟

考虑在南方电网覆盖的省份，探索建立一个覆盖华南区的碳市场，有望同时启

动同区域的节能量交易。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China Emissions Exchange 

碳市场促进光伏能源发展建议 

3、开展节能量交易 



 依托广碳所提供节能量交易及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将分布式光伏发电产

生的节能量进行标准化的开发，形成可交易的节能量并在广碳所平台捆绑销售。

同时，广碳所将利用自身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合同能源管理服

务范围，在节能效益分享型的合作方式基础上，推广节能量保证型及能源费用

托管型服务，使光伏发电的受益者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到新能源发电中，并

进一步缩减项目初期资金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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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促进光伏能源发展建议 

3、开展节能量交易 



碳市场促进光伏能源发展建议 

4、打造新能源自愿减排项目交易平台 

 将广碳所建设成新能源自愿减排项目交易平台。建议由市发展改革委牵

头，对已有和规划中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进行系统性梳理，依照国家发展改

革委已批准的用户自行发电类项目（CMS-058-V01）、联网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CMS-002-V01）和自用及微电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CMS-003-V01）等

方法学对相应项目进行开发。 

广碳所组织开发公司、第

三方核查机构等会员为该类项目

提供一条龙式的开发服务，免去

光伏项目的前期对接成本并解决

项目后续减排量的销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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