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治林 张思凯

今年以来，国网济南供电公司积极响应国
家精准扶贫工作的号召，依靠行业特点和优势
开展光伏扶贫，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帮扶项目
和帮扶举措，受到了省城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
农民朋友的广泛赞誉。今年1月到6月上旬，该
公司共完成光伏并网356项，装机容量17300千
瓦。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完成并网数量是2014
年和2015年两年并网数量总和的2 . 7倍。

“政企联动”

搭好光伏扶贫平台

5月23日，位于济南市平阴县西子顺村的
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并网发电，全部工
程完成并网后，预计每年可发电3万千瓦时。

光伏扶贫项目是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扶贫
办推出的一项扶贫开发创新工作机制，目的是
通过实施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帮助贫困户、贫
困乡增收脱贫。贫困户通过在屋顶上安装光伏

发电装置实现创收，发出来一度电国家给予光
伏财政补贴0 . 42元，在用电自足的同时，用不
完的电还可以卖给电网，供电公司按照当年煤
的脱硫标杆电价进行全额收购。光伏扶贫不仅
开辟了一条新的扶贫渠道，也打破了长久以来
“输血式”的扶贫模式，由单一的资金扶贫转
向“造血式”的扶贫，实现了扶贫工作的转型
升级。

“平阴县西子顺村的光伏发电项目即当地
政府为贫困户投资的精准扶贫项目，该屋顶光
伏发电系统装机容量共计27 . 54千瓦，每户房顶
都安装有光伏太阳能板、逆变器。”济南供电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光伏发电项目的顺利并网发电离不开济南
供电公司与政府加强沟通协调，强化协同联
动，为光伏发电项目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近年来，济南市高度重视新能源发展，大
力推广和支持光伏发电项目发展。济南供电公
司协同政府全力推进光伏并网项目建设，根据
济南市有关光伏项目建设规划，主动调整电网
规划项目，做好并网工程项目储备。主动走访

光伏发电企业，了解企业建设计划，针对性地
及时调整规划项目库项目，提前做好项目接入
准备，实现济南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与电网
建设同步。

“主动服务”

让百姓乐享清洁电能

“超前对接、主动服务”是济南供电公司
全力做好光伏扶贫工作，实现光伏并网业务突
飞猛进的又一有力举措。

6月13日，有着光伏村之称的济南历城区
南宅科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昌义站在自家光伏发
电大棚上，指着一排排光伏发电设备高兴地
说：“我们村的光伏项目从立项到现在建成使
用，供电部门没用我们跑一趟腿，原本以为手
续复杂、办理困难，没想到济南供电公司的主
动服务，让我们‘坐享’清洁电能！”

“光伏并网申请业务与其他业扩报装申请
业务有所不同，需要申报的材料也有差异，对
于很少接触用电业务申请的农村客户来说确实

是一个难题。”济南供电公司营销部有关负责
人说，今年以来，济南供电公司结合精准扶贫
工作契机，全力做好光伏扶贫工作，专门开辟
“绿色通道”，精简分布式光伏业务申请手
续。按照“四个统一、便捷高效、一口对外”
的原则，由公司统一管理模式、统一技术标
准、统一工作流程、统一服务规则，整合服务
资源，压缩管理层级，精简并网手续，并行业
务环节，推广典型设计，开辟分布式电源项目
“绿色通道”。高压客户从受理到并网环节时
限45个工作日，双电源60个工作日。

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济南供电公司还牢固
树立“客户导向型”服务理念，积极做好光伏
项目的推进、落实和宣传工作。进行运行效果
和经济效益跟踪分析，建立节能数据库，实行
数据化管理。通过光伏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成果，向已具备条件和有改造意向的
客户积极进行典型经验推广和宣传。

截至2016年6月上旬，济南供电公司共受理
分布式光伏业务388项，装机容量19570千瓦，
完成并网356项，装机容量17300千瓦。

让清洁电能进入寻常百姓家
——— 济南供电公司开展光伏扶贫工作纪实

□刘正林 赵寰 左丰岐

不用村民操心 发电上网挣钱

“不用人操心，每天都会有钱挣。”近
日，聊城市阳谷县枣棵李村安装光伏发电站的
村民李茂胜对前来参观的乡亲们夸耀着。

枣棵李村在阳谷县十五里元镇西南角，是
省级贫困村。2015年年初，王强到枣棵李村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如何带领村民脱贫？种大棚、制
作汽车脚垫、种植水果……一个个想法都被现实
否定了。枣棵李村缺劳动力，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和旅游扶贫都行不通，常规的扶贫不奏效。有
一天，王强在报纸上了解到了光伏发电项目。经

过与村民的集体讨论，向上级有关部门咨询，他
们决定在村里开展光伏发电脱贫。

村里筛选了10户人家尝试着安装光伏发电
站。2015年9月1日，王强带着村民来到聊城供
电公司咨询、申请光伏发电相关事宜。

“走，咱们这就去现场看看。”市场拓
展班班长靳印涵一听是扶贫项目，立马放下
了手头的事，拉着副班长李伟跟着王强去了
枣棵李村。

靳印涵在详细询问情况后告诉王强，枣棵
李村要脱贫，光伏发电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
光伏发电操作方便，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
那些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不用掌握复杂的技术就
能维护好发电站。安装上光伏板，依靠太阳光
发电，并网之后，不用村民操心费神，就能把

电卖给供电公司挣钱。

从申请到并网结算全过程服务

在枣棵李村，靳印涵和技术人员分别看了
10户人家的情况。

“咱们这里的房子全都有年头了，屋顶承
重不行，建议把发电站安装在地上，李茂胜家
靠近10千伏线路，可以将他家作为接入点，施工
队伍我们可以帮你们联系。”看完现场后，靳
印涵就定下了初步方案。回到单位，他用了两
天时间编制完成了《枣棵李村光伏发电系统接
入方案》，并帮助该村联系了施工队伍。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从政策讲解、技术支
持到并网发电，从光伏组件的安装到逆变器的

放置，靳印涵和李伟只要一有时间就到村里上
门服务、现场指导。

靳印涵给李茂胜算了一笔账：他家安装了
8块光伏电池板，每天发电9千瓦时，如果是夏
季，每天能发电十几千瓦时。全年平均每月发
电大约280千瓦时。并网后，卖给供电公司的
价格是每千瓦时1 . 05元，每户人家每月收入近
300元。他们还帮着村民办了银行卡，供电公
司每月会把卖电的钱直接打到卡上。10月22
日，该村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

枣棵李村安装的这种光伏发电站设计寿命
20至25年，每户3万元的投资全由省财政承担。
按照电站寿命20年计算，发电站能给每户村民
带来6万多元的收入。李茂胜指了指地上的发
电站说：“脱贫实打实的有了奔头！”

光伏发电助脱贫
——— 国网聊城供电公司服务枣棵李村光伏发电项目侧记

□左丰岐 报道
本报莱芜讯 日前，凤凰新能源科技集团

与莱芜珠江村镇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
在全市合作启动“分布式太阳能光伏电站”安
装工程。有意向安装太阳能光伏电站的个人，
只要缴纳家庭光伏电站全部款项的40%，并与
莱芜珠江村镇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就可把光伏
电站安装到家。

凤凰新能源科技集团董事长田方共介绍，

一台6000瓦的光伏电站，投资5 . 4万元，个人与
珠江村镇银行签订合同后，只付2 . 16万元，就
可把光伏电站安到家。并且，偿还银行本息可
直接从卖出的电费收入中扣除，用较小的投
入，获得丰厚的回报，从而实现了用户、银
行、企业等多方共赢，解决了用户因一次性投
资过大的瓶颈。

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龙头企业，从今年4月
份开始，他们推行了产业营销联盟，借助互联

网思维，打破传统的公司+推销员+专卖店+顾
客的营销模式，拆除中间环节，建立实现了公
司与顾客面对面销售，从而减少了四成以上的
营销成本。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已经在莱芜市
9个镇(街道)建立了创业团队，达成意向的客户
达160多户，装机容量突破1兆瓦。

为解决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瓶颈，在政府有
关部门的协调下，凭借项目的可行性、收益的
稳定性，公司与珠江村镇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从根本上畅通了项目贷款融资渠道，为
分布式光伏电站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金，提高
了公司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为创业团队提供
了创业发展以及再就业提供了保障。目前，与
莱芜珠江村镇银行达成贷款意向的客户已达
160多户，其中有15户签订了贷款协议，预计总
装机容量将突破1兆瓦。由于凤凰新能源科技
集团采用了自己的专利技术，其发电量比市场
同类产品提高了10%。

凤凰新能源首付四成即可安装家庭光伏电站

本报微山讯 “不用俺掏一分钱，政府给俺
装上了屋顶光伏发电站，每天能发十几度电，电
表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可就是十几块钱的收
入呢。”微山县张楼镇陶官屯村的贫困户褚福强
高兴地说。

为解决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脱贫难题，张楼
镇党委政府悉心研究，镇村组成工作组与县扶贫
办、人民银行、农商银行、人民保险公司、电力
公司等单位多次考察调研，创新推出光伏扶贫信
贷产品。利用该信贷产品，在陶官屯村、湖兴渔
村为10户贫困户试点安装了光伏板，共计30KW
的光伏电站于2016年5月并网发电。该电站的建
成采取了信贷+保险+合作社+光伏电站新模式。

信贷+保险：在资金投入上，由农村商业银
行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光伏扶贫贷”、镇政
府出资买保险、光伏企业作担保，支持每户贫困
户建设3KW的船顶、屋顶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
电站。该信贷产品贷款本金由发电收益偿还，贫
困户不掏一分钱，直接受益。光伏电站可以提供
长达周期25年以上的稳定收入，按当地年平均日
照时数计算，每3KW光伏发电系统年均可发电
3900度，这样贫困户们每年每户收入近4000元，
五、六年就能还清贷款，剩下的十八九年时间都
是净利润。为让贫困户当年就能受益，经多方商
榷，决定延长还贷年限，为贫困户制定了一个既
可当年受益又长期稳定的帮扶计划。

合作社+电站：为做好后期推广和管理，以
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会员，注册成立了张楼镇天
祥、天益光伏专业合作社。各明确一名村两委负
责人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合作社负责统筹电站
日常管理与维护、发电收入分配和贫困户动态调
整，建立规范化财会系统，在镇扶贫办监督下统
筹收支预算。该项目不仅为产业扶贫探索出了新
路子，更是建立了政府牵头、金融支持、企业帮
扶、保险介入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资金筹措机制
和协调运作模式，对光伏扶贫进入农村市场，充
分发挥扶贫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光伏信贷扶贫具备造血功能，既解决了无劳
动力贫困户的脱贫难题，又能有效地解决脱贫再
返贫问题。下一步，该镇将把光伏发电项目作为
推进精准扶贫、科学扶贫的重要途径，继续加强
与生产企业、金融机构的沟通衔接，多渠道争取
资金，扩大光伏扶贫项目资金来源，以陶官屯、
湖兴渔村为示范点，以点带面，将全镇9个村、
150户贫困户纳入光伏信贷扶贫范围，建设“光
伏扶贫小镇”，确保精准到户、促民增收。

(满慧丽)

微山县张楼镇“光伏信贷”

破解脱贫难题

□李剑桥 吕晓滨 李荣新

本报滨州讯 “屋顶安上几块‘板板’就
能发电，还不用人操心，每天都会有钱挣。这
真是不吃草不吃料，到时就会来钞票。”6月1
日，在滨城区秦皇台乡西张村的办公大院里，
村党支部书记张云合打趣说。

张云合口中所说的“坐在家里等天上掉
钱”的好事，是5月15日该村新上的光伏太阳能
发电项目，这也是滨城区首个正式并网发电的
贫困村。“今天天气好，新安装的45块光伏发电
板仅6个多小时就已经发电42度。并网发电仅半
个多月，就已经发电900多度了。”张云合说。

西张村242口人，93户，主要靠粮棉种植为

主，耕地800多亩，村集体收入没有，是市级贫
困村。

滨州市科技局王建忠被选派到该村担任
“第一书记”并带来10万元扶贫资金。为帮助
村庄脱贫，4月份，王建忠将光伏发电项目提
到党员群众代表大会上讨论，24名参会人员一
致通过。

张云合给算了一笔账，“天气有晴有阴，
平均下来一天能发电50多度，一度电按0 . 98元
计算，一年下来村集体就收入一万七八。下一
步，再给村民一部分补助，在农户房顶上也安
装上光伏太阳能电池板，群众有收入、村集体
也有收入。”

和西张村一样，也看到了光伏发电优势的

东张集东街村和西街村，为尽早脱贫，东张集
东街村紧随其后，决定在投资38万元新建的长
259米、宽10米的钢结构遮阳棚上安装太阳能电
池板。因为项目投资大，资金短缺，为充分利
用遮阳棚顶的有效利用面积，东张集东街村与
东张集西街村两村联合，先由企业垫资，一村
20万元，一期工程先建设50千瓦功率的光伏太
阳能电池板。

“这不，5月30日俺们两个村在社区进行了
招投标，3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企业进行了竞
标，最终与中标企业签订了合同，这两天就安
装施工。”东张集东街村党支部书记麻秀军
说，“建成后，一天能发电400度，一年下来，
两个村集体收入分别能达到3万多元。”

不吃草不吃料 到时就会来钞票

光伏扶贫助力三个贫困村

赶在“6·30”大限之前，国家能源局于6月
13日在网站公布《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6年光
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指出，2016年新增光伏电站的规模指标为
18 . 1GW，其中普通光伏电站项目12 . 6GW，光伏
领跑技术基地规模5 . 5GW。

在业内人士看来，加上光伏扶贫的指标，今
年光伏电站总指标或将超过20GW，与去年相比
稳中微升。值得注意的是，在总量增加的同时，
地区间的配额分布发生变化，首次出现省份因限
电严重而未获指标或者主动将普通光伏电站指标
全部转为光伏扶贫。而且，此次国家能源局提出
采取竞争方式配置项目推动上网电价下降，中期
而言项目收益下降为隐忧。

据了解， 2 0 1 5年 3月，国家能源局下发
17 . 8GW的新增光伏装机指标，后又于当年9月追
加了5 . 3GW，加上山西大同1GW领跑者计划，
2015年的最终新增光伏装机目标为24 . 1GW。

业内人士普遍预计，今年的实际建设规模有
机会高于18 . 1GW。目前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和
自消费项目都没有建设上限，而且国家能源局稍
后将公布扶贫光伏电站的规模。此前有行业分析
认为，截至2020年，合计15GW的光伏扶贫总规
模将分解为每年2-3GW。鉴于当前扶贫工作的
艰巨和紧迫性，预计今年光伏扶贫总规模有望达
到5GW，超过此前预期。这意味着，若加上光
伏扶贫指标，2016年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
23GW以上，与2015年体量相当。

“2016年的装机预测20GW并不过高。”中
国银河国际分析人士指出，2016年第一季的新增
光伏装机量同比增长41 . 5%至7 . 13GW，这是因为
开发商赶在6月30日前完成安装以收取更高的电
价。全年装机目标代表着今年4月和12月间的新
增装机为16GW，相当于60%的同比增幅。但考
虑到国家能源局今年公布配额的时间较迟，预计
一些建设工作将被推迟到明年。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鼓励各省(区、市)
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建立招标、优选等竞争性方
式配置光伏电站项目的机制，促进光伏发电技术
进步和上网电价下降。对于采取竞争方式配置项
目且显著推动上网电价下降的地区，其当年建设
规模可直接按本省(区、市)上网电价平均降幅(比
例)的2倍予以调增，调增的规模仍按竞争方式分
配给具体项目。“中期而言，项目的内部收益率
下降为隐忧。”上述中国银河国际分析人士称。

招商证券分析人士也认为，鼓励光伏上网电
价实施竞价上网有助于推动光伏平价上网，也是
能源局的核心思路，随着成本下降，项目盈利将
逐步回归均值。

(左丰岐整理)

今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

指标18 . 1GW

本报莱芜讯 “35千伏高华Ⅰ线、高华
Ⅱ线充电、核相、保护测量工作已完成，未
发现问题，可以并网运行！”5月31日，莱
芜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度班接到现场运
行人员的操作汇报，这标志着华能高庄35千
伏光伏电站送电成功，莱芜电网又增加了一
个重要的绿色、清洁能源电源点。

华能高庄光伏站为莱芜电网第3座并网
运行35千伏光伏站，为保证高庄华能光伏
发电站顺利并网，莱芜供电公司调控中心
全面做好各项客户服务和支撑保障工作，
组织有关部门单位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提前做好与光伏发电站沟通，全程帮助和
指导客户解决各类技术问题，保证了项目
按期投运。

据了解，高庄华能光伏发电站建成并
网后，年发电量约为2400万千瓦时，每年
将为全市节约标煤7200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4400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32吨，
将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也
为“十三五”期间新能源接入莱芜电网奠
定了良好基础。

(王宪才 王涛)

莱芜35千伏华能高庄

光伏站并网运行

本报即墨讯 近日，国网即墨市供电公
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普东镇，为企业
排查光伏用电设备隐患，对村民家中的太阳
能电池板等进行定期检查，受到好评。

为全力助推辖区新能源产业发展，该公
司开通了“绿色通道”，提供政策宣传、技
术支持、并网发电、定期上门检查等全程跟
踪服务。

(于淑英 宋清晨)

即墨供电

积极服务新能源发展

本报青岛讯 近年来，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
电公司以发展清洁能源为己任，开通绿色通道，
提升服务效率，推进项目并网，支持规模增长，
实现了当地光伏产业大发展。截至目前，已完成
分布式电源光伏发电项目并网运行136户，并网
容量19254千瓦，完成总发电量342 . 21万千瓦时，
对助推地方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振钟 王江)

黄岛供电

全力推进光伏产业建设

淄 博 高 青 县
经济开发区内，国
电投公司利用鱼塘
水面进行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

□王世翔 报道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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