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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广核新能源总体概述 

中广核新能源作为中国广核集团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业务包括风电、太

阳能、水电、燃气、生物质能、热电联产等类型，地域覆盖全国二十九个省区。 

中广核新能源由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中

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中国广核新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成功在香港上市（港股代码： 1811.HK），定位

为中国广核集团开发、运营非核清洁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平台。 

经过十多年的健康快速发展，中广核新能源现已在国内拥有在运风电、太

阳能等项目 200 余个，实现了国内项目的科学布局，积累了扎实的工程建设和

生产运维能力，形成了安全标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立体化保障体系，具

备了售电、区域能源利用、运维检修等能源服务类项目的输出能力。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中广核新能源板块控股装机容量累计 2335 万千瓦，

总资产 1700多亿元。 

（一）风电业务 

中广核新能源风电业务，专业从事风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工程建设、生产

运维，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自 2007 年成立以来，累计投运容量 1055

万千瓦，综合绩效排名国内前五。 

1.业绩优良 

风电项目遍及全国 27 个省区，储备风电场址资源 4576 万千瓦，创造了风

电行业“4 项领先”和“7 项第一”的良好成绩。 

 “四个领先” 

◆在全国“十二五”第四批风电拟核准计划中获批容量行业排名第一 

◆年度新增核准容量 271 万千瓦，行业排名第一 

◆年度新增投运 220 万千瓦，成为全行业历年单个公司最高值  

◆度电成本、度电利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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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第一” 

◆中标了国家第一个最大的风电特许权项目—内蒙古锡盟灰腾梁 30万千瓦

风电场 

◆参加了国家第一个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张家口风电基地的建设  

◆参加了国家第一个千万千瓦风电基地—酒泉风电基地的建设  

◆参与了国家第一个大型海上风电项目—上海东海大桥 10万千瓦海上示范

项目建设  

◆承建了国家第一个分散式示范项目—新疆哈密分散式示范项目的相关工

作 

◆实现了央企第一个全内资海外风电项目—澳大利亚 ML风电项目的建设投

产 

◆自主开发建设国家第一个满足“双十”标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如东 15 万

千瓦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 

2.专业化工程管理 

中广核新能源风电业务运用工程建设中心统筹管控全国在建项目人员，形

成结构严谨、分工清晰、切实可行的工程建设管理体系，科学考核优质工程评

价指标，为打造优质风电工程不懈努力。 

3.科学化生产运维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广核新能源风电业务形成了信息化、专业化、集约化

的生产运维管理模式。通过信息化管理，将风电行业传统的运行和检修业务分

离，并运用生产运维中心对风电场运维工作垂直管控的优势，建成生产运维的

集控系统、SAP 检修系统及相应配套制度，基本达到集控模式下的运检信息化和

标准化管理全覆盖，实现风机远程监控、运行检修流程化，在国内风电行业处

于领先地位。一是多维度培养，训练出一支能自主维护的运维队伍；二是强化

提高，打造出一支能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队伍；三是专业人员开展定制分析，

精准挖潜，通过性能优化升级，不断提升机组发电能力；四是依托两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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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风电生产运维云平台大数据，完善运维策略，构建预防性检修与可靠性维

护的运维体系，提升运维技术支撑能力。 

（二）太阳能业务 

中广核新能源太阳能业务，致力于太阳能电站及其他新能源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维护以及太阳能相关技术研发，包括大型光伏地面电站、分布式光伏发

电（农光互补、鱼光互补、建筑一体化）、光热发电、微网、生物质能、多种清

洁能源一体化等。业务遍布全国 29 个省区，在运装机容量突破 200 万千瓦，行

业排名全国前列。中广核新能源积极推进国家太阳能行业标准化建设，协助中

国标准化协会成立太阳能应用分会。 

1.发展迅速 

太阳能业务发展迅速，开创了国内“三个第一”、“三项最大”的良好局面。 

“三个第一” 

◆2009 年 8 月，成功中标我国第一个光伏特许权招标示范项目——甘肃敦

煌 1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 2013年 2 月，成立全国第一个暨唯一国家级光热技术研发中心——国家

能源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研发中心 

◆2014 年 7 月，开工建设全国第一个大型商业光热项目——中广核德令哈

50 兆瓦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三项最大” 

◆ 2012年 9 月，建成当时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单体并网光伏电站——锡铁山

100 兆瓦光伏电站 

◆ 2014 年 11 月，开工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航机场光伏电站——中广

核深圳机场屋顶光伏发电示范项目二期工程 

◆ 2015年 7 月，成功中标公司成立以来单体最大中标项目——山西大同采

煤沉陷区 300 兆瓦光伏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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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领先 

建成首家国家级能源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研发中心，开工建设全国首个大型

商业光热项目，已具备大型光热电站 EPC 系统集成核心能力，培育和初步建成

我国光热产业链的能力，以及建立技术与标准体系的能力。该中心目前累计承

担国家科技部“863”课题 3 项，国家能源局课题 3 项，其他省部级及中广核集

团科研项目 8 项，拥有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方面专利及软件近 30 项，将在光热电

站系统集成、关键设备检测技术、技术路线和标准拟定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3.创新发展 

中广核新能源不断探索业务创新，其中中广核德令哈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正

式动工，成为我国首个正式开工建设的大型商业化光热发电项目、首个获亚行

优惠贷款支持的光热发电项目、全球首个高寒地区光热电站。该示范项目规划

装机 10 万千瓦，分为两期建设。该项目的开工建设，意味着我公司具备大型光

热电站 EPC 系统集成核心能力，具备培育和初步建成我国光热产业链的能力，

具备建立技术与标准体系的能力。 

（三）抽蓄业务 

中广核新能源进入抽蓄行业早，目前除在运抽蓄电站外，抽蓄资源储备近

700 万千瓦，与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广核新能源抽蓄

业务依托核电主业及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在核蓄、风蓄、光蓄配套方

面有自身的需求和长期研究，在抽水蓄能电站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建设运营

管理经验，具有较强的技术、资金和管理实力。 

中广核新能源是中国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抽蓄电站—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的第二大股东；中国第一座周调节性能的抽蓄电站—惠州抽

水蓄能电站的第二大股东。抽水蓄能在运权益装机容量 220.8 万千瓦，位居全

国第三，累计抽蓄资源储备达 7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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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兴业务 

中广核新能源板块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在有序发展除风

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等非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外，继续探索区域能源综合利

用解决方案，在区域能源、煤改电、清洁供暖、售电等新产品上，以及运维检

修、能源托管等新服务上，力求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能源解决方案和能源供应。 

1. 电、蒸汽、热/冷水、暖/冷气、燃气等产品 

具体业务范围包括区域能源【含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三联供）】、煤改电、

清洁供暖、增量配网、售电业务等。 

2. 服务类 

服务类包括运维检修、工程总承包、设计服务、需求侧管理及能源托管等。 

3.新兴业务实例 

◆云南、山西、宁夏、甘肃、重庆、广东、贵州等省已成立售电公司，通

过签署直供电合同获得电量。 

◆河北农大煤改电供暖项目采用 BOT 模式，为河北农大提供电锅炉蓄热供

暖服务。项目启动三个月内完成煤改气，实现清洁能源供暖。于 2016 年 10 月

完成全部煤改电工程建设。 

◆为廊坊云数据中心用户提供冷、热、电三联供服务，预计 2020 年可为 300

万平米以上住宅用户提供冬季供暖服务。 

二、中广核新能源的责任与使命  

（一）清洁能源是我国能源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 

现阶段，我国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煤炭的消费比重仍然高达 60%

左右，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能源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导致环保问题日益突

出，雾霾持续困扰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性问题。 

现阶段，国家正在抓紧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经济、清洁、安

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逐步替代高污染、高排放的化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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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广核新能源为社会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节能减排效应突出 

新能源具有安全、可靠、稳定、无污染的特征，这为区域的发展提供了稳

定的电力供应。 

中广核新能源现有装机规模 2335 万千瓦，年度发电量 630 亿千瓦时，少消

耗标准煤 202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985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48万吨，相当于

终于森林 14 万公顷。（10 万公顷约等于整个香港的面积，或者深圳市面积的一

半）。 

（三）环水保配套发展 

发展一个项目，保护一方环境。环水保（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是风电项

目建设主体工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项目的生态恢复及安全运行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广核新能源作为清洁能源公司，在“安全、质量、环保”三大核电文化

的深深影响下，始终坚持将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风电项目的选址、论证、

建设、运维全过程中。在项目选址环节严格把关，坚决避让环境敏感区；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加大水保、环保投入，减少对原地貌的扰动。每一个风电场均注

重环保、环境、文化因素，并因地制宜，根据项目所在地的自然风光和民俗特

点，精心打造既体现中广核文化又具有地方特色的标杆风电场项目。 

在环水保过程中，通过借助“修建砌石挡土墙、综合护坡、网格护坡、排

水沟、排水涵管、覆土整治”等工程手段，种植各种适合当地气候和生态环境

的植物，最大程度实现了生态环境及景观保护、大气环境保护、水环境保护、

声环境保护等，实现了项目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中广核新能源云南勐海风电场荣获云南西双版纳州电力行业中首个“环境

友好型企业”荣誉称号；中广核新能源贵州龙里风电场成为贵州首个环水保竣

工双验收的风电场。 

（四）热心公益事业 

中广核新能源在设计建设水、电、道路等配套设施时，充分考虑当地社区

的需要，使之能够在改善社区的交通、生产和生活环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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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区和居民提供更多服务。 

积极响应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中央企业定点帮扶贫活动，解

决所结对帮扶的老区县“三缺”（缺路、缺水、缺电）问题，对贫困群众实施救

助。2016 年，合计对外捐赠近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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