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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8 年 4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明确分

散式风电定义，相关技术开发要求；鼓励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简化核准审批流程，鼓励 35

千伏及以下风电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鼓励开展分散式风电电力

市场化交易试点，进一步完善电价激励机制。 

投资要点： 

 政策支持清晰后，2018年将成为分散式风电发展元年。本次管理方法，从操作细则上明确

了核准、备案、电网接入、土地、贷款、电价补贴、结算等问题，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

河南、河北、山西相继出台建设规模方案，分别核准约 2GW、4GW、1GW，中东部地区将成

为分散式风电的主战场，极大满足行业需求增量。2018年分散式风电有望破冰回暖，驶入

快车道。 

 核准流程简化并鼓励核准承诺制，为分散式项目发展开辟绿色通道。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建

立简便高效规范的工作流程，明确项目核准的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和办理时限等，并鼓励

试行项目核准承诺制。对于试行项目核准承诺制的地区，地方能源主管部门不再审查前置

要件，审查方式转变为企业提交相关材料并作出信用承诺，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

即对项目予以核准。完善 35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分散式风电项目接网和并网运行服

务，为 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分散式风电项目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地市或县级电网

企业设立 “一站式”并网服务窗口，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鼓励开展分散式风电电力市场化交易试点。分散式风电电价模式可选择“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或“全额上网”。自发自用部分电量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上网电

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地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收购，当地风电标杆上网电价与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差额部分由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对未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建设的分散式风电项

目，国家不予补贴。鼓励项目所在地开展分散式风电电力市场化交易试点，允许分散式风

电项目向配电网内就近电力用户直接售电。 

 鼓励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创新投融资机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各类企业、社会机

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参与投资分散式风电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分散式风电项

目开发。鼓励建立分散式风电项目融资服务平台，与银行、保险、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合

作开展金融服务创新，如设立公共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鼓励社会资本以 PPP 合作

模式参与。 

 投资推荐:随着市场期盼已久的分散式风电政策落地，行业有望迎来发展的新周期元年。重

申风电板块投资三条主线：1.风电细分子领域龙头：金风科技、天顺风能；2.客户结构优

良的风电零部件企业：金雷风电、双一科技、日月股份；3.受益弃风限电率下降而“业绩+

估值”双升的新能源运营：华能新能源、龙源电力、大唐新能源、福能股份、甘肃电投、

节能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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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可比公司估值（单位：亿元、元/股、倍） 

代码 简称 
最新收盘价 总市值 EPS（元/股） PE 

2018/4/16 （亿元） 16A 17A/E 18E 19E 16A 17A/E 18E 19E 

002202 金风科技 16.08  572  1.08 0.84 1.13 1.41 15 19 14 11 

300129 泰胜风能 5.35  39  0.30 0.30 0.41 0.52 18 18 13 10 

002531 天顺风能 6.33  113  0.27 0.28 0.41 0.53 23 23 16 12 

300443 金雷风电 13.57  32  1.82 0.63 0.92 1.17 7 21 15 12 

  平均值             16 20 14 11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2：关键假设表之电力设备新能源 

  2016A  2017F 2018Q1F 2018Q2F 2018Q3F 2018Q4F 2018F 2019F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2.9 -10 -5 -5 -8 -8 -8 5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16.9 10 -5 -10 -5 -5 -5 5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3785 3770 907 1830 2871 3851 3851 3831 

光伏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1133 1100 280 291 305 324 1200 1300 

风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1742 1935 515 557 450 580 2102 2300 

资料来源：能源局、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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