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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源要闻 

 

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 8 月份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形势分析会 

9 月 2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 8 月份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形势分析视频会。国家能源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围绕推动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听取了 6 月份形势分析会各单位所提意见

建议落实情况、全国可再生能源最新发展情况和重大项目建设进展，分析了可再生能源发展

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研究提出了相关措施建议。有关省份能源主管部门和派出机构就分布

式光伏发展、新能源参与市场等介绍了情况。 

会议指出，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可再生能源发展持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今年 1-7 月

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6502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 77%；全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 1.52 万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 31.8%；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建项目储备充足；

全国主要流域水能利用率 98.6%、风电平均利用率 96.1%、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 97.9%。

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全部开工，第二批基地项目部分

已开工建设，第三批基地项目正在抓紧组织开展有关工作。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推动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成并网，第一批基地项目尽快完成所有项

目核准（备案），尽快提交接网申请，加快项目主体建设，按期完成 2022 年承诺并网目标，

加快配套储能调峰设施建设，确保同步建成投产；第二批基地项目尽快完成业主遴选，尽快

开工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政策供给和行业服务，加强部分地区新能源消纳利用研究，加强新

能源发电预测预警，加大区域可再生能源协同规划、协同开发和联合调度，进一步发挥新能

源在能源保供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要素保障，推动解决新能源开发建设面

临的用地用海问题，对符合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风电光伏和抽水蓄能项目，力争能纳尽

纳；着力推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政策落地，尽快完善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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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电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进一步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长期政策供给。要进一步抓好有

关问题整改落实，对配套建设制造产业增加新能源企业负担问题、未做好部门协调情况下项

目抢建问题要抓紧组织整改，并举一反三；对农村户用光伏开发建设中一些企业和机构损害

农民利益问题，要认真组织排查，对发现问题要严查重处，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梳理去年 11 月份以来历次形势分析会各单位所提意见建议的落实

情况，对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落实到位的问题，专题研究解决；进一步梳理“项目等审

批”“电网等项目”等问题，督促推动落实，为可再生能源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点击查看原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 介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 

9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副司长宋雯介绍，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构建了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了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能源

基础设施网络，有力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 

一是保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系统，发电装机达到

24.7 亿千瓦，超过 G7 国家装机规模总和；35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达到 226 万公里，

建成投运特高压输电通道 33 条，西电东送规模接近 3 亿千瓦，发电装机、输电线路、西电

东送规模分别比十年前增长了 1.2 倍、0.5 倍、1.6 倍。油气“全国一张网”初步形成，管

网规模超过 18 万公里，比十年前翻了一番，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

道进一步巩固。十年来，能源生产以年均约 2.4%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 6.6%的增长，

能源自给率长期稳定在 80%以上。 

二是促进绿色转型的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 11 亿千瓦，

比十年前增长了近 3 倍，占世界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 30%以上。水电、风电、光伏、生

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和在建核电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建成充电基础设施约 400 万台，形成全

http://www.nea.gov.cn/2022-09/07/c_13106600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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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大规模的充电网络。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 270 座，约占全球总数的 40%，位居世界第

一。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居全球第一。 

三是能源民生基础设施实现普惠化。城乡用能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终端用能电气化水

平十年来从 22.5%提高到 27%，提升了近 5 个百分点，人均用电量超过英国、意大利等国

家。十年来国家下达农网改造投资超过 4300 亿元，先后实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和农网

改造升级，大电网覆盖到所有县级行政区，实现了村村通动力电，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

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实现了人人有电用。全面完成光伏扶贫工程，累计建成装机 2636 万千瓦，

惠及 10 万个村、415 万贫困户。因地制宜实施取暖设施改造，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73.6%。 

四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蓬勃发展。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智能电网

加快建设，2021 年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超过 90%；智能化煤矿建设加速，已建成 800 余个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建成多个 5G+智慧火电厂，生产物联网系统覆盖众多油气田；新型储

能多元化快速发展，规模超过 400 万千瓦。 

总的来看，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发展

取得显著成就，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点击查看原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布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布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明，声明如下： 

我们，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

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领导人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209/t20220926_1336352.html?code=&state=123&receLogin=2&state=eGJoNW9pSDRRZnpLTElRMlBxeVlYQ2Q1Z3hYc0R1b3pSSkZHeEhzNWdGVlhhdnpEQkp1UzlMRmJMWkh1WDhIaWhWS2RkdEs0OFRqd2Q4Tm4xRDhSTzhUcXIxN2oyM29sclRpRXk1b09SdT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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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所列的第七项目标。 

认为，实现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增进人民民生福

祉的重要基础， 

强调，各国的能源安全权利和各国人民的能源使用权利理应得到尊重和保障， 

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积极评价 2021 年上合组织成立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机制， 

支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围绕共同保障能源安全开展合作， 

声明如下： 

国际能源安全面临复杂形势，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地区危机、单边限制措施等因

素对国际能源供需平衡、能源资源产供链造成严重冲击，引发能源市场剧烈波动，能源价格

大幅上涨。 

为促进清洁能源市场发展，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全球努力作出必要贡献，我们倡议推动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能源品种和能源来源多元化。因地制宜，重

点发挥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共有互补优势，鼓励主要油气生产和出口国增加上游投资。加强

自身产能建设，有效释放出口潜力，增加全球油气及电力供应，确保能源安全和可持续，保

障清洁低碳能源可持续应用。 

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建设开放、透明、高效的国际能源市场，减少贸易壁垒，避免能源领

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健康、稳定、可持续。 

支持能源生产国、过境国、消费国加强协作，确保国际能源资源运输通道安全与稳定，

畅通国际产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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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必须在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运行的基础上，统筹有序推

进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生物质能、氢能、储能等协

同发展。构建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支持加强开放的能源科技创新合作，坚持技术中性原则，鼓励各类清洁低碳能源技术研

发和应用，并强调关注能源转型过程中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鼓励减少技术壁垒，

加强技术转移分享，大力提升能效，扩大可再生能源布局，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推动现

代能源产业发展。 

支持加强能源政策协调，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向有需要

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及人道主义援助，确保发展中国家能源可及

可负担。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news.cn/world/2022-09/17/c_1129009756.htm


CREIA 可再生能源行业简报 | 6 
 

02 政策通知 

 

三部委印发《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实施污泥无害化处理，推进资源化利用，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2022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

态环境部联合印发《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国新增污泥（含水率 80%的湿污泥）无害化处置设

施规模不少于 2 万吨/日，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达到 95%

以上，基本形成设施完备、运行安全、绿色低碳、监管有效的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体系。

污泥土地利用方式得到有效推广。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城市和县城，黄河干流沿

线城市污泥填埋比例明显降低。 

《实施方案》提出，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要坚持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稳

定可靠、绿色低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重点围绕优化处理结构和加强设施建设部

署了七项任务。 

在优化处理结构方面。一是规范污泥处理方式，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污泥处理路径和技术

路线。二是积极推广污泥土地利用，鼓励符合标准要求的污泥作为肥料或土壤改良剂用于国

土绿化、园林建设、废弃矿场以及非农用的盐碱地和沙化地。三是合理压减污泥填埋规模，

特别是东部地区城市、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城市以及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限制填埋

处理，积极采用资源化利用等替代方案。四是有序推进污泥焚烧处理，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

建设污泥集中焚烧处理设施，因地制宜做好污泥协同焚烧处置。五是推广能量和物质回收利

用，鼓励采用堆肥工艺回收利用营养物质、焚烧灰渣建材化利用、污水源热泵技术和沼气热

电联产技术、“光伏+”模式，积极建设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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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设施建设方面。一是提升现有设施效能，建立健全设施普查建档制度，及时开展

升级改造，鼓励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时同步建设污泥减量化、稳定化处理设施。二是加快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改造；污泥处理能力不足的，加快补齐设施缺口；鼓励处理设施共建共享，

鼓励污泥处理设施纳入静脉产业园区。点击查看原文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209/t20220927_1337103.html?code=&state=123&receLogin=2&state=eGJoNW9pSDRRZnpLTElRMlBxeVlYQ2Q1Z3hYc0R1b3pSSkZHeEhzNWdGVkM0VFVIOGF3Z3RwN1hTL1NUK1hEbU51aTZFK0RxMzl4eFFHaktMWkJqbXNUcXIxN2oyM29sclRpRXk1b09SdT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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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双碳热点 

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标准检测认证研究工作专班第一次会议召开 

按照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要求，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关

重大问题研究和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组建了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标准检测认证研究

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并在北京召开工作专班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各工

作小组会议。 

会议强调，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重要基础支撑，组建碳达峰碳中和计

量标准检测认证研究工作专班，对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关重大问题研究和任务

落实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要求，加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计量、标准、检测、认证工作研

究，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学协会和企业等专家智库作用，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深入分析计量、标准、检测等工作在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中所面临的难点和重大需求，针对问题和需求逐条逐项分析研判，提出相应工作

举措，尽快形成研究成果，并加快推动相关措施落实落细。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林草局相关业务司局有关同志，相关科研院所、高

校、行业协会和企业共计 4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会议。 

点击查看原文 

 

https://www.samr.gov.cn/xw/zj/202209/t20220909_349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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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气候变化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气候变化方面要加大支持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气候变化方面，需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不仅要减少排放，还要加强抗灾能力，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

施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灾害已经对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特雷斯表示，减排绝对有必要立即开始。遗憾的是，我们本应能够在 2030

年前减少 45%的排放，而现实是我们在 2030 年反而会面临 14%的排放增长。 

古特雷斯近期访问了遭受洪灾的巴基斯坦，他在灾区视察时呼吁，要为受气

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更多支持，这些国家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可以说微

乎其微。事实上，全球大多数气候热点地区的国家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导致气候

变化。点击查看原文 

 

解振华与德国气候特使举行视频会议 

9 月 21 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应约与德国气候特使摩根举行视

频会议，双方围绕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形势、各自气候行动进展以及对《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7 次缔约方大会（COP27）预期成果等议题交换意

见。 

中方表示，中国已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发布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实施方案及相关支撑保障方案，并已取得积极进展，展现了中方应对气候

变化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 

http://www.tanpaifang.com/tanguwen/2022/0928/90932.html


CREIA 可再生能源行业简报 | 10 
 

中方指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和不确定性，欧洲部分国家气候

政策出现“回摆”，希望这只是权宜之计。各方应采取积极行动，坚决落实气候

变化中长期目标，坚持维护多边主义，通过合作推动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创新。

COP27 将在埃及召开，大会应以落实和行动为主题，切实遵循并落实《公约》

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确保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损

失损害等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取得实质进展。希望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每年

为发展中国家至少提供 1000 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以增进气候多边进程中的

互信。点击查看原文 

 

 

上合组织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声明 

近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声明》在乌兹

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发布。声明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在新冠肺炎疫

情后实现复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之一。各国有权自行确定本国减排目

标及其实施路径。提供和动员资金应对气候变化是公约所列附件二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的义务。应支持公正转型，努力平衡减排和发展的关系。不应利用气候

议程采取限制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措施。点击查看原文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209/t20220922_994590.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szyw/202209/t20220917_994236.shtml


CREIA 可再生能源行业简报 | 11 
 

05 行业信息 

海南海上风电产业联盟成立 

海南省海上风电产业招商推介会 9 月 26 日在海口举行，由大唐、申能、明阳、上海电

气、东方电气等发起，联合上下游关联企业、研发机构、服务商等共同组建的海南海上风电

产业联盟宣布成立。 

未来，这一联盟将合力开展技术研发，构建技术、产品、服务全产业链交流促进平台，

凝聚力量，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积极创建海上风电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海上风电装备

“海南品牌”。 

海南海上风电产业联盟的发起牵头单位、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贾炳军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海上风电大基地开发、风电火电耦

合发展、海洋产业链集成建设、深海创新科技研发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切实发挥央企主力

军作用。未来还将与各产业上下游单位一起，提升竞争力，打造新业态。不断加强交流沟通

合作，集聚人才技术资源，提升海南海上风电产业整体研发及制造水平，形成发展合力和核

心竞争力，发挥产业联盟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自贸港海上风电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点

击查看原文 

 

龙源电力建成国内最高测风塔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设计公司完成了宁夏“宁电入湘”配套新能源

基地 180 米测风塔建设。该测风塔位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红羊乡，是国内目前

已建成的陆上最高测风塔。 

随着风机技术的发展，风机轮毂高不断增加，对测风塔的高度提出了新的要

求，但由于测风塔传统构型限制，测风塔高度限定为 160 米。为满足测风要求，

http://www.chinapower.com.cn/flfd/hyyw/20220927/168718.html
http://www.chinapower.com.cn/flfd/hyyw/20220927/168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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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测风塔结构进行了突破性改造和设计，成功建成 180 米高测风塔，并安

装 7 个风速仪和 3 个风向标，确保在不同高度完成测风数据收集工作。 

该测风塔的安装，将为“宁电入湘”配套风电项目后续建设提供详实有力的

数据支撑，对推动风电行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点击查看原文 

 

 

中国海上风电稳拿 2 个世界第一 

世界海上风电论坛(WFO)在其《2022 年全球海上风电报告 HY1》中表示，

2022 年上半年有 6759 兆瓦的海上风电容量投入运营，而去年同期为 1627 兆

瓦。 

并表示，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中国推动的，中国在 2022 年上半年安装了 5.1

吉瓦的新海上风电容量。 

根据该报告，到 2022 年 6 月底，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54.9 吉瓦。 

到目前为止，中国以 24.9GW 的装机容量扩大了其作为世界最大海上风电市场

的地位，超过了英国(13.6GW)、德国(7.7GW)和荷兰(3GW)的总和。目前，中国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占据全球海上风电总容量的 45%。 

根据 WFO 的说法，从在建的海上风电场(已安装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基础)来

看，中国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海上风电行业继续增长，目前在建的总容量为

3195 兆瓦。中国台湾省以 2505 兆瓦的在建总容量位居第二。荷兰排名第三，

在建容量为 2259 兆瓦。英国和法国紧随其后，分别以 1590 兆瓦和 1473 兆瓦

的在建容量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chinapower.com.cn/flfd/hyyw/20220913/166676.html
http://www.chinapower.com.cn/flfd/hyyw/20220913/166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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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为全球市场提供超过 70%的光伏

组件 

9 月 22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生态文明建设有关

工作情况。9 月 22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生态文明建

设有关工作情况。 

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15.1%，比 2012

年增加 5.7个百分点;“三新”产业增加值相当于GDP 的比重达到 17.25%;新能

源产业全球领先，为全球市场提供超过 70%的光伏组件;绿色建筑占当年城镇新

建建筑面积比例提升至 84%。2022 年前 8 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397 和 386 万辆，保有量达到 1099 万辆，约占全球一半左右。 

2021 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5%，比 2012 年提升了 11 个百

分点;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 56%，比 2012 年下降了 12.5 个百分点;风光发电装

机规模比 2012 年增长了 12 倍左右，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 1 万亿千瓦时。目

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 11 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

物质发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点击查看原文 

 

《人民日报》：去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占全社会用电量近三成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2021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

显示，2021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纳量为 2444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

电量比重 29.4%，同比提高 0.6 个百分点；全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11398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3.7%，同比增长 2.3 个百分点。 

直流特高压线路输送可再生能源情况方面，2021 年，17 条直流特高压线路

年输送电量 4887 亿千瓦时，其中可再生能源电量 2871 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http://www.chinapower.com.cn/tynfd/hyyw/20220923/168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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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可再生能源电量占全部直流特高压线路总输送电量的 58.7%。其中，国

家电网运营的 13 条直流特高压线路总输送电量 4048 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

量占比 50.2%；南方电网运营的 4 条直流特高压线路输送电量 839 亿千瓦时，

全部为可再生能源电量。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10.63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3.8%，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44.8%。2021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48

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29.7%。 

点击查看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3RtYEQbFABCyhuD0TxDJ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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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国际观察 

2022 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在美国总发电量中占比 24%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2022 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在美国发电量中的占比为 24%，

较去年同期提高 3 个百分点。目前可再生能源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发电品种，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间，美国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7.6 吉瓦。截至 2022 年 6 月，美国

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137.6 吉瓦和 65.8 吉瓦。 

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主要来自水电和风电。受气候条件变化影响，美国水电和风电

在上半年的发电量要高于下半年，预计 2022 年下半年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结构中的占比约

为 20%。 

 

点击查看原文 

 

 

2016-2020 年美国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受发电量结构由煤电向燃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调整的影响，

2016-2020 年间美国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2020 年全国平均水平为 854 磅

/兆瓦时（约合387.4千克/兆瓦时）。2020年美国煤电碳排放强度为2274磅/兆瓦时（1031.5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5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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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兆瓦时），燃气发电为 980 磅/兆瓦时（444.5 千克/兆瓦时），核电、水电、风电、光

伏等非化石能源发电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点击查看原文 

 

欧洲议会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提高至 45% 

当地时间 9 月 13 日，欧洲议会以 418 票赞成、109 票反对和 111 票弃权通过了《可

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的修正案，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

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目标提高到 45%，与欧盟委员会 REpowerEU 行动方案的目标保持

一致。根据 REpowerEU 行动方案，2030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由之前预计的

1067 吉瓦提高至 1236 吉瓦，2025 年欧盟光伏装机达到 320 吉瓦，较目前翻一番，2030

年达到 600 吉瓦。到 2030 年，欧盟实现可再生能源氢气产量 1000 万吨以及可再生能源氢

气进口量 1000 万吨。实现行动方案的目标，预计在 2027 年前需额外投资 2100 亿欧元，

至 2030 年将耗资 3000 亿欧元，其中 860 亿欧元将投向可再生能源。点击查看原文 

 

 

欧盟委员会发布《应对能源高价的紧急干预方案》 

据报道，为缓解俄罗斯能源供应中断导致的供需不平衡压力，应对能源价格暴涨，当地

时间 9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紧急干预市场以降低电价的一系列措施。具体而言，干

预方案要求成员国有义务在 10%的负荷高峰时段削减 5%的峰值负荷，并努力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减少 10%的用电量。成员国可自己制定包括财政补偿在内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

标，预计限制峰值负荷可以减少 12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需求。 

限制电价是此干预方案的焦点所在。最终干预方案明确对“非边际机组”提出 180 欧

元/兆瓦时的限价，这类“非边际机组”是指发电成本较低的水电、核电、新能源、褐煤等

机组。欧委会预计，这一措施可以帮用户降低约 1170 亿欧元的能源费用。 

欧委会还提出类似“暴利税”的措施，建议成员国征收油气、煤炭、炼化行业的超额利

润，征收标准是以此前三年的平均利润为基数，征收超出平均利润 20%以上的部分，将其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53819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20909IPR40134/parliament-backs-boost-for-renewables-use-and-energy-sa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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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给受涨价影响最严重的消费者、工业和高耗能企业，欧委会将其称之为“团结捐款”

（solidarity contribution）。这部分传统能源行业的超额利润，也可以用来补贴新能源投资

和节能。欧委会预计这一措施可以获得大约 250 亿欧元的资金来减少用能成本。 

点击查看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K5UpdCKcA-J2NCE14ZRF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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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数说能源 

8 月份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11.0% 

根据国家统计局，8 月份发电 824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9%，增速比上月加快 5.4 个

百分点，日均发电 266.1 亿千瓦时。1—8 月份，发电 5.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 

分品种看，8 月份，火电、风电增速加快，太阳能发电有所放缓，水电同比下降，核电

降幅收窄。其中，火电同比增长 14.8%，增速比上月加快 9.5 个百分点；风电增长 28.2%，

增速比上月加快 22.5 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增长 10.9%，增速比上月回落 2.1 个百分点；

水电下降 11.0%，上月为增长 2.4%；核电下降 0.6%，降幅比上月收窄 2.7 个百分点。 

点击查看原文 

 

8 月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 33.5% 

1-8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5783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

电量 7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0%；第二产业用电量 3767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

第三产业用电量 101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25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5.8%。 

8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852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3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5%；第二产业用电量 51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第三

产业用电量 16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669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3.5%。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9/t20220916_1888304.html
http://www.nea.gov.cn/2022-09/15/c_1310663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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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底我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风电 

截至 8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7 亿千瓦，同比增长 8.0%。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约 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5 亿千瓦，同比增长 27.2%。 

1-8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2499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67 小时。其中，

火电 2930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64 小时；核电 4995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224 小时；

风电 1460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40 小时。 

1-8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3209 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

太阳能发电1025亿元，同比增长323.8%。电网工程完成投资2667亿元，同比增长10.7%。 

点击查看原文 

 

 

2022 年在运抽水蓄能装机突破 4200 万千瓦 

2022 年，我国抽水蓄能电站进展顺利。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我国抽水蓄能新增投产

580 万千瓦，在运装机规模达到 4219 万千瓦，新增投产项目情况详见下表： 

 

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nea.gov.cn/2022-09/21/c_1310664624.htm
https://mp.weixin.qq.com/s/cDBmMvD9lumFHO1Kg7N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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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绿色金融 

 

绿债评估认证市场化结果发布，18 家机构通过绿标委注册 

9 月 21 日，绿标委正式发布市场化评议结果，合计 18 家机构通过绿标委注册。前期，绿色

债券标准委员会（简称“绿标委”）发布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市场化评议相关公告，并组织了

市场化评议。经向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报备。未来，相关评估机构将规范开展绿色债券评

估认证业务，维护评估认证市场秩序，共推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绿色债券市场行业自

律和规范发展。绿标委后续会持续开展评估认证机构市场化评议工作，对注册名单实施“动态调

整、有进有出”，通过市场监督和检验，敦促评估机构规范开展相关业务，提升绿债产品纯度，

推动绿债市场高质量发展，落实国家绿色发展重大战略。点击查看原文 

 

首单 300 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成功发行 

9 月 5 日，首单中国国新 300 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标志着 8 月 24 日国

常会能源保供特别债政策部署在银行间市场落地。首单 300 亿元特别债由中国国新作为发行主

体，期限 5 年，嵌入银行间市场中期票据产品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中央发电企业能源电力保

供工作。投资人踊跃认购，最终票面利率 2.65%，低于同类同期限债券市场平均利率。 

点击查看原文 

 

 

 

 

https://www.caixin.com/2022-09-22/101944633.html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zq/rz/202209/t20220907_255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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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单日落地两笔基础设施基金配套融资业务 

近日，交行新疆区分行为农发行已投基金的某火光储多能互补项目发放配套贷款 5 亿元，

以信用方式支持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当天，交行浙江省分行为国开行已投基金的某高速公路

项目发放配套贷款 8000 万元，以信用方式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在政策保障方面，交行通过配置专项信贷规模、给予优惠利率、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建立同

业评审互认机制、差异化审批授权、优化预授信白名单等举措，加强基础设施基金项目配套融资

资源保障，全力提升审批质效。点击查看原文 

 

 

 

 

 

 

 

 

 

 

 

 

  

http://www.zqrb.cn/jrjg/bank/2022-09-08/A1662637082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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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会员动态 

 

国内首家—金风科技风资源评估分析系统“风匠”获鉴衡权威认证 

9 月 27 日，金风科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风资源评估分析系统“风匠”系

统平台微观仿真模块获得了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权威认证，成为首个获得国内风资

源领域仿真软件认证的风电整机厂商。 

通过对“风匠系统”微观仿真模块的原理及计算效果的评估，鉴衡认证认定

其符合 IEC 61400-1 及 NB/T 10909-2021《微观选址中风能资源分析及发电量

计算方法》的规定及要求。通过在多场景（平原大基地、复杂山地和海上）下与

商业软件的计算效果对比，认定“风匠系统”微观仿真模块计算效果的合理性，

尤其是针对平坦地形的大基地场景下致动盘尾流评估效果更具优势，计算结果可

用于风电场微观选址阶段的计算评估。 

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风资源特征、风机运行场景存在差异，风资源评估分

析系统基本来自欧美国家，无法满足以往中国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是中国风电产

业的“卡脖子”技术。金风科技自 2014 年，以 CFD、GIS、气象等多学科、近

百位专家融合研究为基础，自主研发了“风匠系统”。该系统是一款覆盖风电场

规划、数据处理及分析、仿真建模计算、环境风险评估等风电场规划设计评估全

流程的仿真评估云平台，主要由宏观选址、微观仿真和后评估模块构成，其中微

观仿真模块主要用于风电场微观选址阶段的精细化仿真评估。 

点击查看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IaCDpNmBkOOYxHxFbact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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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科技携手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建设中亚最大单体风电项目 

近日，金风科技成功签约乌兹别克斯坦 Zarafshan500MW 风电项目，实现了金风科技在乌

兹别克斯坦市场的重大突破。此项目是乌兹别克斯坦乃至中亚最大单体项目，项目由阿布扎比未

来能源公司 Masdar 投资，中国电建山东电建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工程总承包，国际金融公司

（IFC）、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银团共同融资，充分展现了国际

投融资市场对金风的认可。 

Zarafshan 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中部 Navoi 地区，项目总装机 500MW，选用金风科技

111 台 GW155-4.5MW 永磁直驱智能风电机组，机组具有良好的并网性能和环境适应性，可最

大限度保证客户的投资收益。项目计划于 2022 年 3 季度发运，2024 年底完工，建成后将明显

改善当地的电力结构，可以满足 50 万户乌兹别克斯坦家庭的电力需求，每年将减少 110 万吨二

氧化碳排放，助力乌兹别克斯坦实现到 2030 年将绿色电力占比提升至 25%的目标。 

点击查看原文 

 

晶澳科技成功入选 2022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名单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 2022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

企业评定结果的公示”，经企业测评、推荐上报、审核确认和公示等程序，晶澳

科技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榜单。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晶澳科技拥有授权专利 1178 项，软件著作权 9 件，

在全球范围内注册商标约 300 件，并荣获工信部“国家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

试点企业”称号。未来，公司在继续优化和提升知识产权运营管理能力的基础上，

加强全球知识产权合作，与行业内企业、机构等共同推动光伏产业持续、健康、

快速的发展。点击查看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5f2lvgbqsOHFBCZPviO_5Q
https://mp.weixin.qq.com/s/6aMkXLSx54KSuh2QikD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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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风电 智创未来——三一重能亮相“2022 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 

9 月 17 日，2022 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在北京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盛大开

幕。论坛以“数字赋能 绿色未来”为主题，北京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生

态环境部和国家能源局的主要领导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三一重能副总经理、

首席数字官彭旭应邀出席论坛并以视频形式发表主旨演讲。 

论坛上，三一重能副总经理、首席数字官彭旭发表题为“数字风电 智创未

来”的主旨演讲。他表示，目前我们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两大旷世机遇”，同时叠加第三次能源革命带来的“超级技术窗口”，

这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

未来中国风电行业机型迭代速度将加快，装机量高、新能源并网要求更高，对产

品定位、研发、质量提出了全面挑战。三一重能多年来始终坚持数字转型，形成

创新、集成、共享、互动的智慧运行模式，实现新能源装备制造、智慧风场运营

和新能源投资开发的跨越式发展，争做行业数字化转型冠军，成为全球清洁能源

领航者。点击查看原文 

 

运达股份与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近日，运达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玲携手中国物资再生协会风光设备循环

利用专委会主任程刚齐前往锡林浩特市，与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么永波及盟委副

书记、盟长罗青进行会谈，围绕风光设备循环利用基地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并签

署合作开发框架协议。运达股份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斯建龙、程晨光陪同会谈。 

会上，高玲介绍了运达股份基本情况和战略发展方向。她表示，运达股份非

常重视与锡林郭勒盟行署的合作，且得到了当地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运达股份

https://mp.weixin.qq.com/s/Dxb2cg74-j3PK9lbBtYu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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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快推进风光设备循环利用基地的前期工作。此行，她深切地感受到锡盟的营

商环境务实且高效，更加坚定了对锡盟的投资决心。 

会谈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与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以及

运达股份，就正蓝旗风光设备循环利用基地合作开发签署框架协议，正蓝旗人民

政府与运达股份签署合作项目开发协议。点击查看原文 

 

施耐德电气登榜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绿色创新”TOP10 

9 月 22 日，保尔森基金会和清华大学正式公布 2022 年“保尔森可持续发

展奖”前十名提名项目。施耐德电气在与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百余个项目角

逐中，成功入围“绿色创新”类别的 Top10！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简称“保尔森奖”）发起于 2013 年，现由保尔

森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是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

该年度奖项表彰中国境内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兼具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的解

决方案，以应对全球最为紧迫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挑战。聚焦中国，放眼全球。

点击查看原文 

 

西门子能源联合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与行业领袖共同发起工业脱碳联

盟 

9 月 1 日，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能源转型投资论坛。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Francesco la Camera）和西门

子能源股份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卡瑞姆·阿明（Karim Amin）共同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巴厘岛宣言》，正式启动了全球“工业脱碳联盟”。西门子能源作

为该联盟的共同发起方，始终积极推动联盟的筹建工作，并将共同领导联盟开展

https://mp.weixin.qq.com/s/Dtw5T-JUP-bgeqyOkm9YPA
https://mp.weixin.qq.com/s/b6DYbx0X8DTSakrNcudN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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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联盟计划于今年秋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COP27）期间举行首次全体会议。 

全球工业脱碳联盟旨在推动各国、各地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促进工业领域

全价值链的脱碳行动，加强对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了解和应用。联盟还致力于

加强工业领域中公共部门与商业企业等有关各方的对话，协调行动。 

点击查看原文 

 

 

 

 

 

 

 

 

 

 

 

 

 

 

 

我们致力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进步，助力能源转型，推动能源与环

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热忱欢迎全社会积极投身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业界同仁加入！ 

更多入会信息请登陆 www.creia.net 或关注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公众号 CREIA-RE 

入会咨询电话：010-6800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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