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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 1-11 月份电力行业数据

1、2019 年 1-11 月份电力行业运行分析

2019 年 1-11 月份，电力行业运行整体平稳，全国电力供需基本平衡。从主要

运行指标来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仍延续之前的负增长态

势，且电网投资同比继续回落，电源投资同比继续增长。全国电源新增发电装

机容量同比继续下降，全国发电设备容量低速平稳增，全社会发电量增速稳中

有升。全社会用电量保持平稳增长，且电源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和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占比继续提高。此外，电力行业经营状况继续向好，利润总额增

速仍有所回升。

2019 年 1-11 月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仍呈负增长态

势，但降幅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33718 亿元，同比增长 5.2%，增速与 2019 年 1-10

月份持平。期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6%，降幅

比 2019 年 1-10 月份收窄 1.7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收窄 13.3 个百分点。

图表 1 2017 年 9 月-2019 年 11 月全国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从电力投资结构来看，电源投资同比增速持续回升，电网投资同比仍保持

负增长，但电网投资额占比仍明显高于电源投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份，全国电源工程完成投资2471亿元，同比增长9.2%，

占电力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37.5%；电网基本建设完成投资4116亿元，

同比下降 8.8%，占电力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的比重为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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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7 年 3 月-2019 年 11 月电源、电网投资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另外，从电源投资结构来看，水电、风电投资同比继续大幅增长，占电源

总投资的比重显著提升；火电、核电投资同比明显回落，占比继续下降。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水电完成投资 672 亿元，

同比增长 18.1%；占电源投资的比重为 27.2%，比上年同期提高 2.0 个百分点。

火电完成投资 529 亿元，同比下降 21.4%；所占比重为 21.4%，比上年同期下降

8.3 个百分点。核电完成投资 265 亿元，同比下降 29.8%；所占比重为 10.7%，

比上年同期下降 6.0 个百分点。风电完成投资 892 亿元，同比增长 84.8%，所

占比重为 36.1%，比上年同期提高 14.7 个百分点。

2、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情况

2019 年以来，受水电和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同比大幅下滑影响，全国电源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同比持续下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电源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7606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减少 2271

万千瓦。其中，水电新增装机 338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减少 375 万千瓦；火电

新增装机 3418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增加 401 万千瓦；核电新增装机 409 万千瓦，

比上年同期减少 188 万千瓦；风电新增生产能力 1646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减少

74 万千瓦。另外，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796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减少 2026

万千瓦。

全国发电设备容量低速平稳增长，且结构继续优化。其中，火电设备容量

保持低速增长，占比继续下降；核电、风电设备容量保持较快增长，占比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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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容量 187402 万

千瓦，同比增长 5.6%。其中，水电 30926 万千瓦，同比增长 1.4%；占总装机容

量的比重为 16.5%，比上年同期下降 0.7 个百分点。火电 117667 万千瓦，同比

增长 4.6%；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62.8%，比上年同期下降 0.6 个百分点。核

电 4874 万千瓦，同比增长 16.7%；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2.6%，比上年同期提

高 0.2 个百分点。并网风电 20077 万千瓦，同比增长 11.7%；所占比重为 10.7%，

比上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3834 万千瓦，同比增长

12.0%。

3、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电力生产分析

2019 年 11 月份，全社会单月、累计发电量增速稳中有升。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6479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4%，增速比 2019 年 1-10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分点。其中，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发电企业完成发电量

58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0%，增速环比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

分点。

2019 年 1-11 月份，电力供给结构继续优化。其中，火电发电量占比继续

下降，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同比继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

年 1-11 月份，火电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 71.8%，比上年同期下降 1.2

个百分点；水电、核电和风电发电量所占比重分别为 16.7%、4.9%和 5.6%，与

上年同期相比，核电、风电分别提高 0.6 和 0.3 个百分点，水电则持平。

4、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火电生产情况

火电生产方面，火电发电量低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火电发电量 46522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6%，增速比 2019 年 1-10 月份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4.6 个

百分点；其中，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完成火电发电量 432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4%，增速环比回落 1.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

图表 3 2017-2019 年各月累计火电发电量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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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5、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水电生产情况

水电生产方面，随着枯水期来临，水电发电量增速继续放缓，单月发电量

同比保持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企业水电累计发电量 1082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增速比 2019 年 1-10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1.0 个百分点。其中，11 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企业水电完成发电量 82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6.4%，降幅环比扩大 2.3

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同比增长 1.5%。

图表 4 2017-2019 年各月累计水电发电量及同比增长变动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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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6、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核电生产情况

核电发电方面，核电发电量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核电累计发电量 31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8%，增速比 2019 年 1-10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2.0 个百

分点。其中，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核电完成发电量 325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4.9%，增速环比提高 9.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9.8 个百分点。

7、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风电生产情况

风电发电方面，风电发电量增速继续回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风电累计完成发电量 3638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1.3%，增速比 2019 年 1-10 月份提高 1.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4.4 个分百分点。其中，11 月份，规模以上电厂风电完成发电量 38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7.2%，增速环比提高 10.3 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同比下降 9.5%。

8、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用电市场分析

（1）用电量情况

全社会用电量保持平稳增长。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51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增速与 2019 年 1-10

月份相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4.0 个百分点。其中，11 月份，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59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增速环比回落 0.3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1.6 个百分点。

图表 6 2017 年 3 月-2019 年 11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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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用电结构情况

从各产业用电情况来看，2019 年 1-11 月份，各产业用电量增速同比均明

显回落，但用电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全社会用

电量的比重较上年同期均继续提高，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比较上年同期继续下降。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第一产业用电量 708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1%；第二产业用电量 441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 4.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用电量 108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3.4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468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5.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4.8 个百分点。

2019 年 1-11 月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累计

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分别为 1.1%、67.7%、16.6%和 14.5%，与上年同

期相比，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提高 0.7 和 0.1 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下降 0.9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持平。

从工业用电情况来看，工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但随着电力消费结构持续优

化，工业用电量增速持续低于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 433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增速比

2019 年 1-10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4.1 个百分点，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6.5%。

从高耗能行业用电情况来看，四大高载能行业[i]合计用电量保持低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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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化学原料制品、非

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179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2.9 个百分点；合计用

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27.6%，比上年同期下降 0.5 个百分点。其中，

化工行业用电量 4064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3%，上年同期为同比增长 2.6%；

建材行业用电量 337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0.8 个

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 51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增速比上

年同期回落 5.4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536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5%，

上年同期为同比增长 5.1%。。

3、区域用电情况

2019 年 1-11 月份，除青海、河南、甘肃和上海外，全国各省份全社会用

电量均保持正增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 14 个省份全

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且西藏和广西全社会用电量分别增长

12.8%和 11.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9、2019 年 1-11 月份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比上年同期仍略有下滑；其中，水电和太

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同比增加，火电、核电及风电发电设备累计利用小

时同比均有所降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份，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3469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50 小时。其中，

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499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41 小时；全国火电

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856 小时（其中，燃煤发电和燃气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分别为 3963 和 2638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90 小时；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

小时 6710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39 小时；全国并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882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0 小时；全国太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204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57 小时。

图表 7 2019 年 1-11 月分类型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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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

系统。2019 年 1-11 月份，全国供电煤耗率为 308.3 克/千瓦时，比上年同期降

低 1.0 克/千瓦时；全国发电厂累计厂用电率 4.7%，其中水电 0.3%、火电 6.0 %。

10、2019 年 1-11 月份中国电力企业经营情况

2019 年 11 月份，煤炭市场整体供应宽松，煤炭价格稳中有降，主要燃料

成本上涨压力持续缓解，电力行业经营状况继续向好，主营业务收入保持平稳

增长，利润总额增速继续回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11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6101 亿元，同比下降 2.1%，降幅比

2019 年 1-10 月份收窄 0.8 个百分点。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 个行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加，13 个行业减少。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为 59838

亿元，同比增长 5.9%；实现利润总额 3828 亿元，同比增长 20.6%。

图表 8 2016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及利润增长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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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

二、2019 年 11 月份中国电力行业要闻

1、2019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

中电联 11 月 1 日发布的《2019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

告》显示：2019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生产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全

社会用电量平稳增长；第二产业及其制造业各季度用电量增速相对平稳，高技

术及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第三季度用电增速环比回升；第

三产业用电量较快增长、贡献突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回落，乡村居民

用电量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增速。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比重继续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快速增长；跨区跨省送电量较快增长，

清洁能源得到大范围优化配置；电煤价格仍居高位。预计四季度电力消费增速

比三季度有所回升，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5%左右；全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容量 1 亿千瓦，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0 亿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迎

峰度冬期间少数地区电力供需偏紧、高峰时段需要采取有序用电措施。

2、2019 年 1-9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中电联网站 11 月 1 日消息：2019 年 1-9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第三产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和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四大高载能行

业用电增速走势分化；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9 月份火电发电量增

速回升；水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提高；全国跨区、跨省送出电量

较快增长；全国基建新增装机仍保持较大规模；电源完成投资同比增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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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比同比提高。

3、到 2040 年全球海上风电预计将累计吸引 1万亿美元投资

电缆网 11 月 4 日消息：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最新报告，到 2040

年全球海上风电行业预计将增长 15 倍，吸引 1 万亿美元的累计投资。IEA 认为，

到 2040 年中国可能超过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电规模，并且其海上风电

装机容量将从今天的约 4 GW 增加到 2040 年的 110 GW。

4、世界首台±800kV 柔性直流换流阀投入工程应用

中国电力新闻网 11 月 4 日消息：近日，由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牵头研制

的昆柳龙直流工程首台±800kV 柔性直流换流阀完成全部定型试验，电压等级

和输送容量均为世界最高，这也是特高压柔性直流换流器首次实现工程应用，

标志着我国柔性直流输电高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实现重大突破。

5、2019 年 1-3 季度风电并网运行情况

国家能源局网站 11 月 6 日消息：据行业统计，2019 年 1-9 月，全国新增

风电装机容量 1308 万千瓦，截止 9 月底，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98 亿千瓦。

1-9 月，全国风电发电量 291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9%；全国平均风电利用小

时数 1519 小时，同比下降 45 小时。1-9 月，全国弃风电量 128 亿千瓦时，同

比减少 74 亿千瓦时；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 95.8%，平均弃风率 4.2%，弃风率同

比下降 3.5 个百分点。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持续“双降”。

6、前三季度全国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 28%

国家能源局 11 月 5 日消息，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

19019 万千瓦，同比增长 15%，新增 1599 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发电装机

13149 万千瓦，同比增长 11%，新增 773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 5870 万

千瓦，同比增长 28%，新增 826 万千瓦。

2019 年前三季度，全国光伏发电量 17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弃光电

量 32.5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7.5 亿千瓦时；弃光率 1.9%，同比下降 1.0 个百

分点，实现弃光电量和弃光率“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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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务院通报表扬云南省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国家能源局网站 11 月 11 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对国务

院第六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的通报》，对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

发现的 32 项典型经验给予表扬，“云南省多措并举有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位

列其中，标志着云南省通过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做法获得国务院肯定。

8、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高性能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

新华网 2019 年 11 月 11 日消息：近日，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陈永胜教授团队

近日成功制备同时具有高导电、高透光且低表面粗糙度的银纳米线柔性透明电

极，将其用于构筑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刷新了文献报道的柔性

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的最高纪录。这一成果使得高效柔性有机

太阳能电池距离实现产业化更近一步。

9、2019 全球能源互联网暨中非能源电力大会开幕

中国新闻网 11 月 11 日消息：11 月 6 日，2019 全球能源互联网暨中-非能

源电力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全面宣介全球能源互联网“中国倡议”，

设置主题演讲、嘉宾讨论、成果发布、协议签署等多个环节，组织现场参观考

察并举办技术装备展，旨在引导各方共同参与全球和非洲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和跨国电网互联，把全球能源互联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0、2019-2024 年全球小型水电市场规模年复合增 2.4%

电缆网 11 月 11 日消息：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最新发

布的报告透露，2019 年全球小型水电（1 兆瓦以下，1-10 兆瓦）市场规模将达

到 26 亿美元，预计到 2024 年将增至 30 亿美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2.4%。

11、两大电网工程投运再破世界纪录

《经济日报》11 月 13 日消息：近日，准东至皖南±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苏通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 GIL（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综合

管廊工程正式投运。两项工程均占据各自输电技术领域的制高点，推动我国电

工装备制造能力实现新的飞跃，使我国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能力实现了重要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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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首条量产规模 IBC 电池及组件生产线投产

中国电力新闻网 11 月 13 日消息：近日，国内首条量产规模的 IBC 电池和

组件生产线产品成功下线，并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标志着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在高效光伏电池和组件领域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点评：IBC 电池是可量产的高效晶体硅电池技术方向之一，其主要特点是

正负电极均在电池背面，正面无遮挡，转换效率高且组件更易于装配。目前，

国家电投研发的 IBC 电池量产转换效率达到 23%，组件转换效率、双面率、温

度系数等指标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国外 IBC 电池产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优势。与常规电池组件相比，IBC 电池组件温度系数低至 0.32%/开氏度以下，

全寿命周期发电量增加 10%以上。

13、全球最大燃油电站项目高效实现“一年四投”目标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网站 11 月 13 日消息：近日，由中国电建集团所属山东

电建三公司EPC总包承建的全球最大燃油电站项目——沙特延布三期5×660MW

燃油电站项目 4 号机机组并网一次成功。至此，项目 1、2、3、4 号机组均已并

网发电，项目“一年四投”目标圆满完成。

点评：沙特延布三期燃油电站项目是沙特西海岸重要的能源项目，对于调

整沙特能源布局、缓解沙特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项目配套

海水淡化工程，承载着为伊斯兰圣城麦地那供应淡水的重任，是沙特重要的民

生工程与政治工程。

14、国内首个海上风电海事监管规定出台

《中国水运报》11 月 18 日消息：《连云港海事局海上风电海事监管暂行办

法》（简称《办法》）已于日前印发，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国内首

个专门针对海上风电海事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填补了国内海上风电海事监管方

面的制度和标准空白。

《办法》主要规范海上风电场建设、运维期间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行为，

明确具体制度和标准，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文共 24 条，内容涉及“人、

船舶、设备、环境、管理”五方面，可以归纳为出海人员管理、作业船舶管理、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单位管理等三大部分。《办法》提出，实行海上风电人员分类

管理，明确船员、海上风电作业人员及临时性出海人员等各类人员培训、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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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海安全基本要求；建立出海人员登记、船舶准入、安全管理等制度，要求

船舶遵守进出港报告规定，合理规划施工、运维路线，明确禁限航条件；同时

对相关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应急预案建立以及安全防护、应急处置、

导助航设施配备等方面作了具体要求。

三、我国新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当前，随着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

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发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推动我国

电源结构持续优化；与此同时，在各级政府和电力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下，新

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弃核、弃风、弃光状况明显缓解，新能源消纳形势持续

好转。展望后市，随着我国核电项目审批重新开闸，加之我国核电自主创新体

系不断完善，核电关键设备和材料国产化率显著提高，预计我国核电项目开工

进度将加快。随着海上风电补贴政策的确定，同时在国家标准的指导下，预计

我国海上风电将呈现爆发式增长。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排序结果

发布，光伏发电有望迎来装机增长高峰。

1、新能源行业发展现状

1、投资规模“涨跌互现”

2019 年以来，核电、太阳能发电建设投资规模同比均明显下滑，但由于全

国主要限电大省弃风率均出现大幅改善，推动了红色预警区域的解除，风电投

资完成额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

核电累计投资完成额为 165 亿元，同比下降 31.1%；风电累计投资完成额为 366

亿元，同比增长 51.6%，太阳能发电累计投资完成额为 50 亿元，同比下降 34.3%。

2、装机容量占比稳步提升

近年来，随着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进程的推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电力行业呈现绿色低碳发展态势，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稳步提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末，核电 4699 万千瓦，

同比增长 23.6%；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由 2018 年 2 月末的 2.2%提升至 2.5%。

并网风电 1.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9%；所占比重由 2018 年 2 月末的 9.8%提升

至 10.5%。并网太阳能发电 1.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2%，所占比重由 2018 年

2 月末的 6.1%提升至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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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电量持续较快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随着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比重

提升，我国电力需求增速“减速换挡”，发电量增速随之由之前的高速增长阶段

“换挡”至中速增长阶段，但随着装机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新能源发电量持续

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保障作用不断增强，并促进我国电源结构持续优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核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完成发电量分别为 1913 亿千瓦时、2393 亿千瓦时和 676 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增长 22.2%、9.5%和 12.1%，均明显高于同期全社会发电量增速。

4、新能源电力消纳形势持续好转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电力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下，新能源发电设备利用

率显著提升，新能源电力消纳形势持续好转。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 105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77 亿千瓦时；全国平均风电

利用率 95.3%，平均弃风率 4.7%，弃风率同比下降 4.0 个百分点，弃风电量和

弃风率持续“双降”。同期，全国弃光电量 26.1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7 亿千

瓦时；弃光率 2.4%，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弃光电量和弃光率也实现“双降”。

此外，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我国核电设备利用

小时数为 3480.65 小时，核电设备利用率为 80.13%。

2、新能源行业发展展望

1、核电项目开工进度有望加快

核电作为清洁高效稳定的能源，是保证能源安全和减少碳排放以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手段。核电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我国能源革命的实施也为核电提供了发展

机遇。然而，“十三五”以来，我国核电审慎发展，建设步伐明显放缓。自 2015

年 8 台核电机组通过审批之后，“零审批”持续了三年。进入 2019 年，核电项

目审批重启预期日渐升温。3 月 18 日，生态环境部公示当天受理的《福建漳州

核电厂 1、2 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阶段）》、《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阶段）》，两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显示，漳州核

电 1 号机组和太平岭核电 1 号机组计划于 2019 年 6 月开工。4月 1 日，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刘华在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2019 年春

季国际高峰会议上表示，2019 年会有核电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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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李福龙在国家能源局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明确，山东荣成、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已核准开工。未来几

个月，福建的漳州核电项目、广东的惠州太平岭核电项目在通过安全审查以后

将陆续进入到正式的开工建设过程中。这意味着，我国核电正式重启。而根据

《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国在运核电规划装机容量达到5800

万千瓦，在建 3000 万千瓦。目前，我国核电装机容量距离“十三五”规划目标

还有明显差距。接下来，随着我国核电项目审批重新开闸，同时随着我国核电

自主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核电关键设备和材料国产化率显著提高，预计我国核

电项目开工进度将加快。

2、海上风电将进入爆发期

我国海上风电资源丰富，加快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是促进沿海地区治理大

气雾霾、调整能源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海上风

电进入高速发展期，并从示范阶段逐步过渡至大规模发展阶段。随着海上风电

补贴政策的确定，同时在国家标准的指导下，预计我国海上风电将呈现爆发式

增长。

2019 年 5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

通知》，将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改为指导价，2019 年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

贴年度规模管理的新核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8 元，2020 年调整

为每千瓦时 0.75 元，新核准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这

就意味着目前国内存量高补贴风电项目必须在两年内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势

必加快海上风电投资建设步伐。与此同时，由中国能建规划设计集团广东院主

编的国家标准《海上风力发电场设计标准》（GB/T51308-2019）由中国计划出版

社出版发行，并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作为首部海上风力发电场国家

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填补了我国海上风力发电场设计标准的空白。

该国家标准的发布，将更好地指导我国海上风电场设计工作，促进我国海上风

电场工程设计规范化、标准化，保障海上风电安全运行。

不过，随着我国海上风电建设的全面展开，单机容量越来越大，海上风场

逐渐向深远海发展，运维成本、机组可靠性、风场可达性、智能运维、大部件

响应变得尤为重要，对海上风电的信息化、专业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光伏发电将迎来装机增长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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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公布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

补贴竞价结果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19〕59 号)“简称《通知》”，公布了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排序结果及有关要求。根据《通知》，2019

年拟纳入国家竞价补贴范围的项目覆盖 22 个省份，共 3921 个项目，较申报减

少了 417 个；总装机容量 2278.8642 万千瓦，较申报减少了 177.0331 万千瓦；

测算年度补贴需求约 17 亿元。从项目类型看，普通光伏电站项目 366 个，装机

容量 1812 万千瓦，占总容量比例为 79.5%，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布式光

伏项目 3555 个，装机容量 466 万千瓦，占总容量比例为 20.5%（全额上网分布

式项目 473 个，装机容量 56 万千瓦，占总容量比例为 2.5%；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分布式项目 3082 个，装机容量 410 万千瓦，占总容量比例为 18.0%），主

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另外，《通知》明确，各项目按要求建成并网后依政策

纳入国家竞价补贴范围，享受国家补贴。对于逾期未全容量建成并网的，每逾

期一个季度并网电价补贴降低 0.01 元/千瓦时；在申报投产所在季度后两个季

度内仍未建成并网的，取消项目补贴资格。

据了解，此次拟纳入国家补贴竞价范围的项目只是今年全国光伏发电建设

规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加上此前已安排和结转的户用光伏项目、光伏扶贫

项目、平价示范项目、领跑基地项目、特高压配套外送和示范类项目等，今年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规模在 5000 万千瓦左右，预计年内可建成并网的装机容量在

4000-4500 万千瓦左右，光伏发电将迎来装机增长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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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产业研究院简介

中商产业研究院是中国领先的产业咨询服务机构，是中国产业咨询第一股。

自成立以来，研究院专注于围绕构建“产业研究、产业规划、产业战略、

产业投资、产业招商”等“五位一体”的产业咨询体系。

在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商产业研究院在方法理论创新方面始终走

在行业前列，率先在业内提出“全流程一体化”的服务理念，将涉及产业发展

的各重点环节：“研究、策划、规划、设计、投融资、招商、运营”等统一整

合，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方法体系。在产业规划方面，强调“以顶层设计的思维

建构产业发展脉络”；在园区策划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产业链+价值链’双链

结合定位法”；针对空间规划环节，着力打造“人与产业共融发展的空间载体”，

构筑城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态格局,打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幸福美

好生活环境；就招商引智工作而言，践行“建链、补链、强链、产业链集群化”

的系统性化的产业招策划思路。

中商产业研究院长期专注于产业地产投资开发领域，在特色小镇、田园综

合体、主题产业园、文旅地产、商贸物流基地、传统工业园转型升级等六大领

域构筑起完善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提供从前期拿地策划、项目定位策划、产业

业态规划、概念性规划设计到重大项目包装策划、盈利模式设计、招商及运营

规划等一系列咨询服务，并主导完成了数百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

编制，协助地方政府推进招商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中商产业研究院以业内首家自建数据库：“中商产业大数据库”为依托，

行业覆盖传统重点行业和新兴热点领域。如研究范围不仅涵盖文化体育、物流

旅游、健康养老、生物医药、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还

深入研究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消费、新金融、人工智能、“互联网+”

等新兴领域。

近二十余年来，中商产业研究院积累了一批长期合作的优质客户，主要包

括国内外 500 强企业、各级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金融投行等，逐步建立起稳

固的市场地位。未来，中商产业研究院将继续以极富战略性的独到眼光和严谨

的专业化服务，引领中国产业咨询的创新发展。以产业咨询力量助力中国经济

变革创新，推动中国新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不断跃升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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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产业研究院服务优势

20 年

积累近二十年的产业研究经验，拥有丰富的产业数据资源和客户资源，是

中国领先的产业咨询服务机构

10 万

累计服务国内外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等客户，共获得

10 万余家高度好评！

首家

国内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数据库的产业咨询机构，提供高价值的产业咨

询服务

专业团队

汇聚业内资深专家、著名学者以及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产业研究团队，构

建专业化的产业咨询团队。

权威数据

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库，对产业经济数据进行月度、季度、年度持续的信

息监测，覆盖近 5000 多个细分产业数据库并持续更新。

高端访谈

通过实地考察、圆桌会议、研讨会、业内峰会等对商业领袖、行业专家、

政府部门等进行高端访谈，拥有多年的调研访谈优势。

多项资质

拥有国家权威部门颁发的涉外调查许可证、甲级工程咨询资质等十余荐资

质证书；以及近十项数据库软件著作权。

优质服务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业咨询服务。与客户结成长

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提供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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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及资料来源

中商利用多种一手及二手资料来源核实所收集的数据或资料。一手资料来

源于中商对行业内重点企业访谈获取的一手信息数据；中商通过行业访谈、电

话访问等调研获取一手数据时，调研人员会将多名受访者的资料及意见、多种

来源的数据或资料进行比对核查，公司内部也会预先探讨该数据源的合法性，

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及合法合规。二手资料主要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工信部、农业部、中国海关、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发布

的各类数据、年度报告、行业年鉴等资料信息。

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公开发布的各类年度数据、季度数据、月度数据等

政府部门 宏观经济数据、行业经济数据、产量数据、进出口贸易数据等

行业协会 年度报告数据、公报数据、行业运行数据、会员企业数据等

社会组织 国际性组织、社会团体公布的各类数据等

行业年鉴 国家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发布的各类行业统计年鉴

公司公告 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等发布的定期年报、半年报、公司公告等

期刊杂志 公开期刊杂志中获取的仅限于允许公开引用、转载的部分

中商调研 研究人员、调研人员通过实地调查、行业访谈等获取的一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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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客户案例（部分）

中商产业研究院期待与您更深度的合作！

服务热线：400-666-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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