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李春莲 施 露
见习记者 贺王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水电、风电、光伏
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年间，新能源行业从披荆斩棘到乘风破浪，
取得了骄人成绩。新能源企业在技术上几经
更迭和创新，从靠补贴到拼技术，不断创新产
品迎风而上。

十年前，我国新能源发电占比只有2.7%，而
截至2021年底，该数值已达到18.5%。此外，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前5个月，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总装机超过 11亿千瓦，水电、风电、光
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新能源行业用十年时间实现了华丽蜕
变。从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到辽阔壮美的海洋
草原，中国新能源行业一步一个脚印，稳中求进
推动能源转型。

从量变到质变
能源转型突飞猛进

新能源行业巨变的十年，是能源结构调整
突飞猛进，从量变到质变的十年。

十年来，新能源装机规模和发电量不断扩
大。截至2021年底，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合计6.7
亿千瓦，是2012年的近90倍。全国总发电量约
8.4万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量1.55万亿千
瓦时，新能源发电占比18.5%。

十年来，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发电新增
装机的主体。

8月2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副司长王大鹏表示，可再生能源发展持续向
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2022年上
半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5475万千
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80%。其中，全国光
伏发电新增装机 3088万千瓦，含光伏电站 1123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1965万千瓦。截至6月底，
光伏发电累计装机3.36亿千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彭苏
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十年前，光伏行业经
历阵痛，彼时光伏企业只做原材料。后来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随着技术升级，相关企业不断发
力产品和服务，十年间得以迅速发展。

十年来，水电行业更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
到领跑。

“2021年投产的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
瓦混流式水电机组全部国产化。”中国电建有关
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在工程建设者和
科研工作者不懈努力下，历时10多年攻关研究，
完成了水轮发电机组总体设计、转轮模型开发，
电磁磁极绕组、高效冷却、推力轴承、高压绝缘、
高强度材料、关键部件制造等技术研发，取得系
列创新成果，形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
万千瓦机制设计、制造、安装和测控技术标准。
白鹤滩百万机组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水电机组
制造能力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十八大以
来，我国大型混流式、贯流式、轴流式以及可逆
式水电机组均已实现自主设计制造，到达国际
领先水平。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三峡能源有关人士提起
发展风电的过程也颇为感慨。

作为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海上
风电伴随我国能源革命和海洋战略的推进展现
出迅猛发展势头，在“十三五”后期，我国海上风
电产业进入规模化加速发展阶段。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
计装机 26.38 吉瓦，占全球海风装机比例达
48%，位居全球第一。

事实上，海上风电的建设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也颇为曲折。上述三峡能源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谈到，“我国海上风电的发展算是经历
了从无到有，当时三峡集团决定发展海上风电
时，行业对于海上风电发展前景的必要性没有
充分认识，且多数并不看好，宏观政策也缺乏足
够支持。加上国内开发起步晚，其开发、设备、
技术、管理等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海上风
电的开发难度、风险也变得更大。”

自2014年起，三峡集团积极开发风电、太阳
能等新能源业务，将新能源业务作为集团第二主
业进行打造。2015年，三峡集团提出三峡能源要
成为“海上风电引领者”，形成“投产一批、建设一
批、核准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开发格局。

三峡能源有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公司从江苏响水起步，一步一步由滩涂向潮
间带、近海和远海依次挺进，不断加大海上风电
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力度。截至 2021年底，海
上风电装机规模达457万千瓦，居全国第一，“海
上三峡”风电走廊逐步形成。

十年间，以水电、光伏发电、风电为代表的
新能源行业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十年来，我国
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
光伏发电技术快速迭代，多次刷新电池转换效
率世界纪录；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的百万千
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低风速、抗台
风、超高塔架、超高海拔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
列，10兆瓦海上风机开始批量生产。

“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新能源产业
的支持，才成就了其现在的高光时刻。这十年
我国新能源产业以超30%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发
展。”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新能源发电和燃煤火力发电的
趋势正在产生分化，燃煤火力发电呈现“稳保稳
让”趋势，新能源发电则是一个“稳扎稳进”的循
序渐进过程。

从辅业变“宠儿”
资本加持乘风破浪

十年间，新能源行业在资本市场上也驶入
了发展的快车道。相关企业不仅是业绩表现，
还是公司市值均连创新高。一时间，新能源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引得各路资本竞相追逐，跨界、
并购、扩产等资本动作频频。

“十几年前，公司认为火力发电是电力行业
主业。不论是技术含量，还是发电规模，彼时的
新能源发电都比不上火力发电。”北京能源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京能国际”）投资总监赵立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而近十年最大的感受
则是新能源产业由辅业变为了主业。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发现，
截至2022年8月3日，A股市场已有
835家新能源相关上市企业，总
市值达21.66万亿元，其中总
市值达千亿元及以上的

公司有45家，百亿元及以上有346家。
对此，祁海珅表示，十八大以来，我国新能

源发电装机规模屡创新高，这是源于国家相关
政策的持续且深入推动，再加上新能源企业自
身的努力与创新，使得新能源行业得以蓬勃发
展。新能源企业的市值在过去十年也取得了飞
跃式发展，百亿元、千亿元市值公司不断涌现，
我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装机市场和最
大的新能源产业制造中心。

资本助力下，光伏行业发展更为迅速。
祁海珅表示，2012年前，中国光伏产业

“两头在外”，即市场在外、原料在外，光
伏产业像水泥、钢铁等行业一样被贴
上高耗能标签，相关企业融资困难，
上市融资之路更是异常艰难。

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至
2022 年期间，共有 19 家光
伏 设 备 企 业 登 陆 资 本 市
场。截至目前，已有 35家光
伏设备上市公司，其中大全能
源、天合光能、隆基绿能等 7家公
司市值均已超千亿元。此外，有近
七成公司市值超百亿元。从相关公司
的经营利润来看，2012年至 2021年间，多家公
司利润增长明显，通威股份、大全能源等公司归
母净利润翻了数十倍。

而随着“双碳”目标的落地，光伏上市公司
更是迎来黄金发展期。

自 2021年以来，多家光伏企业纷纷发布定
增公告。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近两年
间，有12家光伏企业共募集资金超400亿元，用
于投产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类型新能源上市公司
近两年间也在密集募资增产。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截至8月3日），共有139
家新能源相关上市公司发布募资公告，募集资
金达2845.36亿元。

“无论是增发、发债还是配股等需求，新能源
企业都能得到众多资本的青睐。同时，政策部门
也是大力支持。为此，有很多新能源企业选择重
回A股市场融资。”祁海珅进一步提到。

据公开资料，2019年至今，已有包括晶澳科
技、天合光能、大全能源、晶科能源等光伏企业
高调回归A股。

与此同时，受益于“双碳”目标的发展机遇，
新能源产业更是开启加速度，不少上市公司纷纷
跨界，重金押注新能源细分赛道，譬如多晶硅、光
伏组件、氢储、锂电池等产业链关键环节。

2022年以来，A股节能环保板块已有上百
家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展开行业整合、延伸产业
链，而龙头企业“跨界”布局新能源产业链成为
此轮并购重组的新动向，业务涉及新能源材料、
风光发电、储能等多个细分领域。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双碳”
目标为新能源企业
发 展 带 来 机
遇 ，而

前海新能源基金一直坚定看好新能源的发
展前景，管理的清洁能源基金重点布局新能
源汽车及其产业链、光伏风电新能源行业龙
头股。

“这十年，国家政策的支持加上各路资本
的加持，各种新能源、绿色发展基金设立等动
作之快、手笔之大，有的甚至直接参与新能源
新公司或合资公司的设立，这都是在积极分享
新能源时代的盛宴。”祁海珅进一步强调，强大
的资本推动会使得“化石能源消费”转型为“新
能源电能消费”时代来临得更为快速和高效。

“双碳”机遇风头正劲
能源改革大有可为

未来已来，远方不远。能源改革持续推进，
新能源行业仍大有可为。

2020年9月份，我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
中国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于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 3月份，我国提出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电源结构中
占据主导地位。就此，以风光为主的新能源产
业迎来发展的转折点，储能、氢能等赛道也竞
相粉墨登场，新能源行业真真切切的占据了重
要位置。

2022年 6月 1日，《“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年，可再生能源年发
电量达到 3.3万亿千瓦时左右。“十四五”期间，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
量中的占比将超过 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
将实现翻倍。

赵立表示，“双碳”目标的落地以及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新型电力系统的确定，标志着新
能源行业将迎来真正的爆发期。

作为一家首都国企，京能国际要把“绿电进
京”这张牌打好。谈及如何抢抓市场机遇，赵立
表示，公司立足首都优势，在周边布局开发大规
模清洁能源基地项目，同时布局清洁能源上下
游核心技术的股权投资业务。

“新能源低碳经济的发展机遇和潜力才刚刚
释放，未来发展趋势要远大于其他传统行业。”祁
海珅表示，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是在碳中和大背景下，大幅增加光伏、风电等新
能源发电比例、提高绿色电力能源效率。由此可
见，发展低碳经济会成为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升级
转型、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方向。

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领域一系列重磅规
划和政策密集出台，形成了推进能源革命的战
略规划体系，不断推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及可
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煤炭依然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但同时
需要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
行动会是变革主流。”朱共山告诉记者，中国正
在跑步进入低碳时代，迈向零碳未来。

赵立看来，技术革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仍旧是
未来行业发展的颠覆性因素。虽然当前新能源行
业已不再是蓝海，尤其在中上游众多产业寡头已
显，处于强者恒强的状态。但在光伏电池的技术

迭代、氢能产业链上下游核心技术国
产化方面以及用户侧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电力交易服
务等方面是未来

市场竞争的重
要领域。

中国新能源行业十年华丽蜕变 创新改革风头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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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浪 淘 沙 始 见 金 ”。
十年间，伴随着技术路线
不断创新和变革，不少新
能源企业从默默无闻成

长为行业引领
者。其中，光伏
行业表现尤甚。

2013 年 7 月
份，国务院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促
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到 2015

年光伏发电装机总
容量达到 3500万千瓦

以上，同时规范补贴电
价、补贴年限、以及电费

核算等问题。同年 8月份，
发改委出台《关于发挥价格杠

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的通知》明确了 0.42元/kWh的分布

式电站补贴标准，自此光伏行业迎来政
策补贴红利期，迈入高速增长阶段。

从 2013年到 2017年间，中国光伏市场全
面爆发，硅片、电池片光伏组建产量持续增
加，平均年增长率近 50%，并且全产业链的技
术都开始快速迭代。

2018年 12月份，国内首个平价上网光伏
发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格尔木500MW光伏
领跑者项目正式并网发电，上网电价平均为
0.316 元/kWh，比当地煤电标杆电价 (0.3247
元/kWh)低将近 1分钱，这也是光伏电价第一
次低于燃煤发电标杆电价。

2019年，美国宣布将中国光伏的反倾销
反补贴税率从最高238%下调至4%。至此,中
西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倾销反补
贴调查案告一段落。中国光伏企业再次重回
欧美市场，并争取到比 2012年时更高的市场
份额，世界光伏产业正式进入“中国时代”。

硅料制备环节是光伏产业链的起点，这
一环节主要是将工业硅提纯为太阳能级多晶
硅料，技术壁垒较高。目前，全球已形成硅料
产能大多集中于中国，中国企业早已掌握核
心技术的竞争格局。2015年，中国多晶硅产
量已达到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彻底改变了过
去太阳能级硅材料受制于人的局面。2021
年，我国多晶硅实现年产量50.5万吨，同比增
长 27.5%，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80%，成为世界
多晶硅的主要生产国。

此外，中国是光伏组件最主要的出口国
家 之 一 。 2021 年 ，中 国 出 口 组 件 总 量 达
88.8GW，同比增长 35.3%。由此可见，中国光
伏产业链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随着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国家开始对光
伏行业实施补贴退坡机制。2021年起，国家
对于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用分布
式光伏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2022年，光
伏进入全面无补贴时代。短期来看，补贴退
坡会对行业内大部分中小企业产生较大影
响，但从长期来看，反而倒逼企业寻求开展技
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盈利能力，进而
促进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如果说光伏是零碳产业的“火车头”，那么
光伏新科技就是“第一能源”。协鑫集团董事
长朱共山称，“过去，制约光伏发电大范围推广
的主要因素是度电成本过高，而伴随着‘平价
上网’的逐步实现，光伏度电成本从2010年的
2.47元/度下降至 2020年的 0.37元/度，下降幅
度达85%，成本制约因素逐步消失。”

上海钢联新能源事业部分析师王学雷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十年，我国新能源企
业在光伏硅片、电池片、组件等领域取得了明
显的突破，拥有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商和
最大的硅片、电池片、组件一体化企业，在光
伏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优质企业。

十年技术创新 光伏行业破茧成蝶

本版主编 袁元 责编 田鹏 制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