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西省大同市
3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  10万千瓦，位于左云县；
项目2和项目3:  10万千瓦，均位于南郊区；
项目4和项目5:  10万千瓦，均位于浑源县。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大同应用领跑基地水平面总辐射年总
量在530
4.8MJ/㎡-5634.3MJ/㎡之间。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大同市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市环境保护局说明“对《大同采煤沉陷区
光伏应用领跑基地项目规划》将给予大力支持。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项目开工前须依法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基地项目规划区域及其周边不存在影响和制约基地项目建设和运行的安全风险因素”。
根据《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实施方案》和大同市政府出具的承诺，基地规划总用地面积1711.93公
顷，其中农用地498.52公顷、未利用地1213.41公顷；灌木林地910.73公顷、宜林地13.13公顷、非林业用地788.07公顷。南郊
区、左云县、浑源县国土资源部门明确土地权属均为集体所有。

大同市政府承诺“用户升压站（新建3座110千伏升压站）以及集电线路塔基
等共需征地约30亩，平均地价约17万元/亩。大同市政府综合考虑以上因
素，确定基地所使用的各类土地总用地成本低于200元/亩·年。交付方式
为：征地费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交付，土地租赁费分20年逐年缴纳，且20年
内不上浮使用成本”。

2 山西省寿阳县
1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发展规划及2017
年实施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 10万千瓦，位于景尚乡、羊头崖乡、松塔镇、尹灵芝
镇；
项目2:  10万千瓦，位于松塔镇；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寿阳北部项目区域水平面太阳能年总
辐射量5181.0MJ/㎡、寿阳西部和南部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寿阳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县环境保护局承诺“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
领跑基地规划场址所在区域无环境影响制约”。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承诺“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场址不在保护
区、尾矿库和采煤沉陷区等安全风险大的区域，规划区内及周边不存在安全风险制约的隐患，地质条件稳定，符合国家允许建
设光伏电站的要求”。
根据《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发展规划及2017年实施方案》，寿阳县政府、县国土局和县林业局出具的承

寿阳县政府承诺“未利用地150元/亩·年”、“对耕地、园地、现状建设用
地等三类用地土地流转费超出200元/亩·年的部分，由县财政负责补贴（对
这三类用地，基地用地企业也按200元/亩·年标准执行）”、“以上用地逐
年流转，流转年限25年，流转费25年内保持不变”、“建设用地采取公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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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千瓦 项目2:  10万千瓦，位于松塔镇；
项目3:  10万千瓦，位于西洛镇；
项目4:  10万千瓦，位于马首乡、上湖乡、西洛镇；
项目5:  10万千瓦，位于羊头崖乡、上湖乡、西洛镇。

项目区域水平面太阳能年总辐射量
5264.0MJ/㎡。

料，本地区无弃光。 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本期规划占地18673.95亩，其中未利用地18156.15亩且不属于宜林地、天然牧草地等具有生态
功能属性的地类，农用地476.4亩，现状建设用地41.4亩。
土地产权均为县各相关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寿阳县政府已和相关村委会签署集体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等协议，场址落实较好。

年流转，流转年限25年，流转费25年内保持不变”、“建设用地采取公开出
让方式供给，出让费为10万元/亩以下，出让年限50年，一次性支付”、“
地面附着物补偿费48000元/年”、“总用地成本约为159.1元/亩·年”。

3 陕西省渭南市
1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告、渭南市黄土旱
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2017-2018年实施方案和渭南市政府出具的
承诺，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至项目3:  10万千瓦，均位于合阳县；
项目4和项目5:  10万千瓦，均位于澄城县。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澄 城 水 平 面 太 阳 能 年 总 辐 射 量
5067.9MJ/㎡，合阳水平面太阳能总辐
射量5009.0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渭南市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市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对《渭南市黄土
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规划》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意该规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我局对《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
用领跑基地规划》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意该规划。该基地项目规划区域及周边不存在影响和制约基地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安全风
险因素”。
根据《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2017-2018年实施方案》，渭南市政府、市国土资源局和市林业局出具的承诺文件，
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项目一期占地19673.41亩，其中未利用地11473.86亩、一般农田8199.55亩，基地项目不占用林地
、宜林地，不涉及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不属于天然牧草地等具有生态功能属性的用地类别。
合阳县土地产权为集体所有，澄城县土地产权为村民所有。

渭南市政府、渭南市农业局承诺项目用地将按照流转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
项目用地总成本平均为193元/亩·年。其中，未利用地160元/亩·年，交付
方式为：分25年逐年缴纳且20年内不上浮使用成本；一般农田240元/亩·
年，交付方式：分25年逐年缴纳且20年内不上浮使用成本。

4 河北省海兴县
1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2018
年实施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  14.5万千瓦，位于小山乡；
项目2:  11.5万千瓦，位于小山乡；
项目3:  13万千瓦，位于赵毛陶镇、辛集镇；
项目4:  11万千瓦，位于小山乡、苏基镇。

河北省气候中心提出项目选址地9个场
址的平均太阳总辐射值范围为5043.2-
5110.1
MJ/㎡，平均值为5072.6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海兴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基地项目用地全部为盐碱地未利用地，
不涉及生态敏感保护用地”。沧州市环境保护局说明“原则同意《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先进技术应用基地规划》”
。根据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和《沧州市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领跑应用基地土地综合利
用专项规划》，基地各场址供地范围内均未查明有重要的矿产资源，无名胜古迹、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军事区（设施）
等，符合自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地质构造稳定，无洪涝灾害危险。
根据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2018年实施方案，海兴县政府和县国土资源局等单位出具的承诺，
本基地规划场址全部为未利用地，不涉及林地和宜林地等林业用地，且不占用基本农田。本期规划占地面积15715.8亩，为集
体所有。

海兴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用地将按照流转租赁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
流转租赁费用为195元/亩·年（包括土地流转费用、补偿等总用地成本），
分25年逐年缴纳，且25年内不上浮土地使用成本”。

5 吉林省白城市
2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2018年项目建设
实施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和项目2:  10万千瓦，均位于大安市；
项目3至项目5:  10万千瓦，均位于镇赉县。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项目所在地水平面总辐射年总量分别
为大安5304.5MJ/㎡、镇赉5390.1MJ/
㎡。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白城市政府、大安市政府和镇赉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大安市环境保
护局说明“大安市政府出具的《关于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建设条件的有关说明和承诺》中涉及的土地建设光伏
项目符合环保要求，同意建设”。镇赉县环境保护局说明“镇赉县政府出具的《关于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建设
条件的有关说明和承诺》中涉及的土地建设光伏项目选址基本合理”。大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说明“大安市政府出具的《关于
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建设条件的有关说明和承诺》中土地不涉及采矿沉陷区等影响工程安全的不良情况”。镇
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镇赉县政府出具的《关于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建设条件的有关说明和承诺》中
土地不涉及采矿沉陷区等影响工程安全的不良情况”。
根据《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2018年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和白城市政府等单位出具的承诺，基地镇赉县莲
泡场址规划总面积19445亩，利用其中未利用地17554亩，大安市乐胜乡场址规划总面积19188亩，利用其中未利用地17088亩。
根据镇赉县和大安市林业局出具的《关于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用地意见》，基地利用的土地不涉及林业用地及相关林
业设施，同意建设光伏项目。
镇赉县莲泡场址占用的土地为莲泡村集体土地，大安市乐胜乡场址占用的土地为长进村和长源村集体土地，未占用基本农田。
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已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流转意向性协议，村委会同意将土地流转。

白城市政府承诺“基地土地将按照流转的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使用标准
为：租用未利用地200元/亩·年，交付方式为25年一次性缴纳”。

6 江苏省泗洪县
1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实施方案，项目
划分如下：
项目1至项目4:  10万千瓦，均位于天岗湖乡；
项目5:  10万千瓦，位于天岗湖乡、峰山乡。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泗 洪 水 平 面 太 阳 能 年 总 辐 射 量
4810.3MJ/㎡、五河水平面太阳能年总
辐射量4621.2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泗洪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县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同意县发展和改
革局编写的《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告》和《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实施方案
》”。县水利局说明“《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告》不影响我县河道、湖泊的行洪和蓄洪功能，我
局同意该规划报告及实施方案”。根据《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告》，工程区构造稳定，无溶洞、
土洞、地陷、崩塌、滑坡、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现象，基本适宜光伏电站工程的建设。
根据《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实施方案》，泗洪县国土资源局和县林业局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
本农田，本期规划占地面积17968.4亩，全部为国有未利用地，不占用林地。

泗洪县政府承诺“基地土地将按照流转的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使用标准
为：国有建设用地200元/亩·年（含青苗及池塘内鱼苗等一次性补偿费）、
未利用地200元/亩·年（含青苗及池塘内鱼苗等一次性补偿费）。交付方式
为：分25年逐年缴纳且20年内不上浮使用成本”。

7 青海省格尔木市
1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海西州格尔木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和海西州格尔木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一期实施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至项目5:  10万千瓦，均位于格尔木市东出口园区。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基地所在区域水平面太阳能年总辐射
量为6898.7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年实际利用小时数达到保
障小时数95%以上。

格尔木市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市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同意《海西州
格尔木市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基地规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基地项目用地不属于安全风险区域，我局
同意该规划”。
根据格尔木市政府、市国土局和市林业局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本期规划占地15000亩，规划土地全部为国
有荒漠化未利用地，不涉及林地和草场。

格尔木市政府承诺“基地土地将按照无偿划拨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

8
内蒙古自治区达
拉特旗

2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告及实
施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至项目3:  10万千瓦，均位于昭君镇；
项目4:  20万千瓦，位于昭君镇。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示范基地水平面总辐射年总量为
6005.8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年实际利用小时数达到保
障小时数95%以上。

达拉特旗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旗环境保护局说明“项目选址不在内蒙
古人民政府公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根据《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规划报告及实施方案》和
《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项目沙漠土地利用评价报告》，基地场区土地不涉及压覆矿、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和军事用地等，场址所在区域发生地质灾害概率较小，地质构造相对稳定，适宜建设光伏电站。
根据《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规划报告及实施方案》和达拉特旗政府等单位出具的承诺，本期50万
千瓦占地面积范围25000亩，均为未利用地且不属于宜林、天然牧草等具有生态功能属性的用地。基地土地已承包至相关种植
、养殖合作社。

鄂尔多斯市政府承诺“使用标准为：未利用土地不高于300元/亩·年，交付
方式为：一次性支付土地租赁费用”。

9 青海省德令哈市
100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和基地一期实施方
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至项目5:  10万千瓦，均位于德令哈市西出口园区。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基地所在区域水平面太阳能年总辐射
量为6633.0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年实际利用小时数达到保
障小时数95%以上。

德令哈市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市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同意《海西州
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基地规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基地项目用地不属于安全风险区域，我局同
意该规划”。
根据德令哈市政府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本期规划占地15000亩，地类为国有农用地中的天然牧草地。

德令哈市政府承诺“基地用地涉及的土地成本费用有征地补偿费（1815元/
亩）和被征地农牧民社会养老保险（征地补偿费的百分之五十，即907.5元/
亩），草原植被恢复费3690元/亩，平均256.5元/亩/年，按25年计算”。

根据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

宝应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县环境保护局说明“本次规划拟选区域均
避开生态红线保护区域，适宜进行大型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我局同意该规划及实施方案”。根据《江苏省扬州市宝
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土地利用条件分析报告》，基地场址区域构造稳定，不良地质现象基本不发育，不

宝应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区土地将按照流转的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

10 江苏省宝应县
208万千瓦
/50万千瓦

根据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报
告和基地实施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和项目2:  10万千瓦，均位于广洋湖镇；
项目3至项目5:  10万千瓦，均位于柳堡镇。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提出
示范基地水平面总辐射年总量为
4886.9MJ/㎡。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电力监测
和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土地利用条件分析报告》，基地场址区域构造稳定，不良地质现象基本不发育，不
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适宜基地工程建设。根据《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规划报告》、《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实施方案》，宝应县政府和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
占用基本农田，本期占地面积16686.8亩，其中未利用地1575.8亩（不属于宜林、天然牧草等具有生态功能属性），坑塘水面
为14288.9亩，建设用地499.7亩，其余为零星地类，面积为322.4亩。土地产权属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基地本期申报项目涉
及除建设用地以外所有土地已由宝应县政府统一收储。

宝应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区土地将按照流转的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
使用标准为：未利用地0元/亩·年，坑塘水面0元/亩·年。交付方式为：未
利用地、坑塘水面分25年逐年缴纳且20年内不上浮使用成本；升压站等永久
设施用地将以出让方式供投资企业使用，投资企业按土地出让相关规定缴纳
相关费用，费用标准为每亩15万元”。



1 山西省大同市

2 山西省寿阳县

序号
基地名称

(基地申报地方政
府） 消纳论证 电网公司消纳承诺 政府消纳承诺 资源评价报告 土地利用报告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承诺按照审定的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
用领跑基地接入系统设计方案投资建设该基地电力送出工程，具
体包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
地汇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
路，并将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按照基地建设
进度完成接网工程，按时并网。

编制了《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消纳与接入专题研究
》报告，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论证认可该报告的结论：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
电应用领跑基地500MWp所发电量可在山西省范围内消纳，弃光率低于5%。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明确“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500MWp
所发电量可在山西省范围内消纳”，承诺“基地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要
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以上，
弃光率低于5％”。

大同市政府承诺“将出台必要的支持政策，采取全市范围电能替代中优
先消纳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所发电量等措施，保障基
地达到国家最低保障小时数1400小时的要求”。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大同应用领跑
基地水平面总辐射年总量在
5304.8MJ/㎡-5634.
3MJ/㎡之间。

编制了《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项目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和《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地基稳定性评估》报告。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承诺按照审定的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接入系统设计方案投资建设该基地电力送出工程，具体包括基
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地汇集站
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并将

编制了《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消纳与接入专题研究
》报告，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对该报告的论证结论为“该报告
电力消纳方案资料完整，满足评审要求”、“该报告对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
跑基地电力消纳进行了分析论证，由于晋中电网调峰能力有限，电力需要全省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承诺“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500MWp所发电量
可在山西省范围内消纳，弃光率低于5%”、“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要求
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以上，弃光

寿阳县政府承诺“我县已协调省市电网公司，统筹规划落实了该项目电
力送出和消纳条件，并出台了优先消纳寿阳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发电
量的支持政策措施，确保消纳量达到本基地所发电量的95%以上（或弃光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寿阳（代表寿
阳北部项目）水平面太阳能年总辐射
量5181.0MJ/㎡、榆次（代表寿阳西

编制了《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土地利用专项规划》。

规划方案完善程度

规划报告及各子报告完善性
接入系统建设

接网及送出工程

消纳保障

3 陕西省渭南市

4 河北省海兴县

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并将
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按照基地建设进度完成
接网工程，按时并网。

消纳”、“考虑西龙池抽水蓄能机组参与调峰后，本项目弃光率为2.8%”、“
《山西省寿阳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消纳与接入专题研究》的电力消纳方案
合理，该项目弃光率满足低于5%的要求”。

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以上，弃光
率低于5%”。

量的支持政策措施，确保消纳量达到本基地所发电量的95%以上（或弃光
率不超过5%）”。

量5181.0MJ/㎡、榆次（代表寿阳西
部、南部项目）水平面太阳能年总辐
射量5264.0MJ/㎡。

土地利用专项规划》。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做好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送出
工程投资建设工作，具体包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
（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地汇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基地
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并将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
度衔接。

编制了《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电力消纳市场及接入系统研究报告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对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消纳市场的主要
论证结论为“基地所发电量可在陕西全省范围内消纳”。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承诺“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装机规模50
万千瓦，所发电量可在陕西全省范围内消纳”、“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
用领跑基地50万千瓦发电水平，能够达到国家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
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以上”。

陕西省能源局承诺“保证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项目发电水
平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澄城水平面太
阳能年总辐射量5067.9MJ/㎡，合阳
水平面太阳能总辐射量5009.0MJ/㎡
。

编制了《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土地利用
专题报告》、《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澄
城县庄头乡曹庄村采煤沉陷区土地稳定性论证报告》
和《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光伏与农业结
合建设光伏复合项目专题报告》。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在符合河北南网同类电源接网工程
合理工期的前提下，按照海兴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规划建设
要求投资建设该基地电力送出工程，并将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
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输电和消
纳专题报告》，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证
结论为“经初步研究，我公司原则同意该规划相关结论”。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海兴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所发电量可在
基地所在沧州地区范围内消纳，承诺基地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要求的本
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以上”。

海兴县政府承诺“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625号）、《国家
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
通知》（发改能源〔2016〕1150号）文件要求，强化政策支持，积极协
调引导，依托县域内冀衡佰康、青先化工、科健香料、正大生物、五鑫
海美、进兴五金等企业以及正在建设中的31家京津转移企业，大力拓展
本地电力消纳渠道，努力创造基地电力送出和消纳条件，全力配合国网
公司优先全额消纳基地发电量，保障本基地所发电量不低于满负荷发电
时数的95％”。

河北省气候中心编制的研究报告主要
结论为项目选址地9个场址的平均太
阳 总 辐 射 值 范 围 为 5043.20-
5110.14MJ/㎡，平均值为5072.57MJ/
㎡。

编制了《沧州市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领跑
应用基地土地综合利用专项规划》。

5 吉林省白城市

6 江苏省泗洪县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按照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基地（一
期500MW）规划，投资建设电力送出工程，并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
基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电力消纳及接入系统研究》报
告，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证结论为
“白城市光伏‘领跑者’基地电力除在吉林省内消纳外，剩余部分拟通过甜水-
向阳-扎鲁特输电通道外送”。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基地（一期500MW）所
发电量除在吉林范围内消纳外，剩余电量主要通过扎鲁特-青州±800kV特
高压外送消纳”、“尽力保障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基地项目（一期500MW）
发电水平达到国家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
的小时数）以上”。

白城市政府承诺“保障基地电量的消纳，使基地发电量不低于国家最低
保障小时数”。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项目所在地水
平 面 总 辐 射 年 总 量 分 别 为 大 安
5304.45MJ/㎡、镇赉5390.08MJ/㎡。

编制了《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生态光
伏土地利用》报告。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承诺泗洪县光伏基地可就近利用电网220千伏
及以上系统变电站作为汇集站，不需建设新的汇集站；承诺建设
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项目220千伏升压站至系
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系统变电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并将做好
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接入系统规划专题研
究报告》，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出具的关于消纳范围的论证内容与该报告结论
基本一致，所发电量可在基地近区电网就地消纳。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承诺“泗洪县光伏发电领跑基地靠近江苏电网负荷中
心，所发电量可在基地近区电网就地消纳”、“我公司承诺泗洪县光伏发
电领跑基地发电水平达到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

泗洪县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导，出台必要的支持政策，最大限度促使
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投运后发电量在宿迁市
及周边区域消纳，保障消纳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泗洪水平面太
阳能年总辐射量4810.3MJ/㎡、五河
水平面太阳能年总辐射量4621.2MJ/
㎡。

编制了《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土地利用条件分析报告》。

编制了《海西州格尔木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项目电力接入与消纳研究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诺“根据海西州格尔木市‘领跑者’先进技术光伏

7 青海省格尔木市

8
内蒙古自治区达
拉特旗

9 青海省德令哈市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诺按照海西州格尔木市“领跑者”先进技
术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基地规划建设要求投资建设该基地电力送出
工程，具体包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项目升
压站至基地汇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
输变电线路，并将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海西州格尔木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项目电力接入与消纳研究
》报告，海西州能源局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证结论为“一、原则同意《报告
》对于海西州格尔木、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基地电力接入与消
纳研究相关内容、分析以及结论。二、建议定性分析建设光热电站和储能电站
对促进光伏消纳的效益。三、建议考虑外送通道建设周期，完善方案。四、采
取多种方式，全力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力争将弃光率控制在5%以内，争
取实现全额消纳”。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诺“根据海西州格尔木市‘领跑者’先进技术光伏
发电应用示范基地（1GW）电力接入与消纳研究论证，基地所发电量首先满
足格尔木地区用电需求，再在青海省范围内消纳。富裕电力在海南特高压
直流通道建成前，在落实省外消纳市场的前提下，经国网公司统一安排，
通过现有通道在全国范围消纳；特高压直流通道建成后可经海南特高压直
流送出”、“基地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
（1500小时）以上”。

格尔木市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导，在海西州新能源产业发展推进领导
小组的指导下，配合省、州国网电力公司，优先消纳海西州格尔木光伏
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基地发电量，保障本基地项目年发电小时数不
低于1500小时”。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基地所在区域
水 平 面 太 阳 能 年 总 辐 射 量 为
6898.7MJ/㎡。

编制了《海西州格尔木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
基地土地利用专题报告》。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按照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
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规划建设要求，投资建设该基地电
力送出工程，具体包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
项目升压站至基地汇集站）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并
将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接入与消纳专题报
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论证认可该报告的结论：如果地区现
有用电企业能够在蒙西电网正常生产，新增用电企业接入蒙西电网用电，地区
自备电厂参与电网调峰，基地项目积极参与多边交易，预测该基地所发电量可
在鄂尔多斯市范围内消纳。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预计2017年全网光伏利用小时数
超过1500小时，鄂尔多斯市及达拉特地区也能达到1500小时”、“如果地
区现有用电企业能够在蒙西电网正常生产，新增用电企业接入蒙西电网用
电，地区自备电厂参与电网调峰，基地项目积极参与多边交易，预测该基
地所发电量可在鄂尔多斯市范围内消纳”、“截至2017年9月蒙西电网全网
弃光率3.3％，预计全年不超过5％。我公司承诺，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
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项目弃光率不超过5％”。

达拉特旗政府承诺“鄂尔多斯市将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优先保障基
地内所发电力的全额消纳，为有效缓解新能源弃光限电情况，在全市范
围内协调部分煤电机组为可再生能源调峰，优先使用新能源发电”、“
我旗承诺优先消纳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发
电量，保障本基地达到国家最低保障小时数要求”。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示范基地水平
面总辐射年总量为6005.8MJ/㎡。

编制了《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
范基地土地利用评价报告》和《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
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防风固沙实施方案》。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诺按照海西州德令哈市“领跑者”先进技
术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基地规划建设要求投资建设该基地电力送出
工程，具体包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项目升
压站至基地汇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
输变电线路，并将做好电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项目电力接入与消纳研究
》报告，海西州能源局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证结论为“一、原则同意《报告
》对于海西州格尔木、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基地电力接入与消
纳研究相关内容、分析以及结论。二、建议定性分析建设光热电站和储能电站
对促进光伏消纳的效益。三、建议考虑外送通道建设周期，完善方案。四、采
取多种方式，全力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力争将弃光率控制在5%以内，争
取实现全额消纳”。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承诺“根据海西州德令哈市‘领跑者’先进技术光伏
发电应用示范基地（1GW）电力接入与消纳研究论证，基地所发电量首先满
足德令哈地区用电需求，再在青海省范围内消纳。富裕电力在海南特高压
直流通道建成前，在落实省外消纳市场的前提下，经国网公司统一安排，
通过现有通道在全国范围消纳；特高压直流通道建成后可经海南特高压直
流送出”、“基地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
（1500小时）以上”。

德令哈市政府承诺“在海西州新能源产业发展推进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积极配合省、州国网电力公司，优先消纳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
者’应用示范基地发电量，保障基地项目达到不低于1500小时的国家最
低要求”。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基地所在区域
水平面太阳能总辐射量为6633.0MJ/
㎡。

编制了《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
基地土地利用专题报告》。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承诺根据光伏发电基地周边电网基础条件及
光伏电站布局规划，宝应光伏基地可就近利用电网220千伏及以上 宝应县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导，出台必要的支持政策，最大限度促使

10 江苏省宝应县

光伏电站布局规划，宝应光伏基地可就近利用电网220千伏及以上
系统变电站作为汇集站，不需建设新的汇集站；承诺建设基地内
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工程（电站项目220千伏升压站至系统变电
站送出线路）和系统变电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并将全力做好电
力送出工程与基地建设进度衔接。

编制了《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电量保障消纳
报告》，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出具的关于消纳范围的论证内容与该报告结论基
本一致，所发电量可在基地近区电网就地消纳。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承诺“宝应县光伏发电领跑基地靠近江苏电网负荷中
心，所发电量可在基地近区电网就地消纳”、“我公司承诺宝应县光伏发
电领跑基地发电水平达到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

宝应县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导，出台必要的支持政策，最大限度促使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投运后发电
量在我市及周边地区消纳，保障本基地达到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要
求”。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编制
的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示范基地水平
面总辐射年总量为4886.9MJ/㎡。

编制了《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
跑者”示范基地土地利用条件分析报告》。



1 山西省大同市

2 山西省寿阳县

序号
基地名称

(基地申报地方政
府）

政策落实性

接网消纳报告 规划报告 基地竞争承诺 基地外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综合服务体系与监管

编制了《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消纳与接入专题研
究》报告，主要结论为“西龙池抽水蓄能机组能否参与调峰对光伏电站的消
纳水平影响较大，当抽蓄不参与调峰时，山西省全年平均弃光率约为
3.37％；当抽蓄2台机参与调峰时，山西省全年平均弃光率约为2.78％。在
考虑省调火电机组优化开机模式的情况下，山西省全年平均弃光率能够降低
至5％以下”。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 容完 整合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大同市政府承诺“按照《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
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要
求，公开公正公平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
管理工作”。

大同市政府承诺“大同市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光伏场区外的道
路和项目所用临水、临电等，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站
外道路中，主干道宽度不小于5米，需要对村镇级公路进行
扩建，长度约为48公里；次干道宽度不小于4.5米，需要对
原土路面进行扩建，长度为85公里，由当地政府承担相应费
用”。

大同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应用领跑基地项目将
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以上的电价作为应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价入门门槛，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确定的主要技术指标”。

基地涉及的浑源县
为光伏扶贫工程重
点实施范围。

大同市政府明确南郊区、左云
县光伏片区属于采煤沉陷区，
占用地总面积58%。基地无规模
化水光互补送出。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编制了《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消纳与接入专题研
究》报告，主要结论为“当西龙池抽水蓄能机组参与调峰并且优化省调火电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容完整合理

寿阳县政府承诺“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光伏发电“
领跑者”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
》内容和要求，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

寿阳县政府承诺：基地内各项目场址涉及的水、电、路设施
及配套由县政府统一负责协调与建设；县交通局组织完成基
地外各干线（支线）公路与项目实施所在地互联互通的道路
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县水利局根据各场址工程施工的实际

寿阳县政府承诺根据通知精神，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综合服务体系，优化基地
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寿阳县政府承诺按照通知内容和要求，公开公平公正开展
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竞价入门门槛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
内不涉及国家级贫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无规模化水光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规划方案完善程度

规划报告及各子报告完善性
其他改革创新模式

政策与效果 基地综合社会效果

采矿等沉陷区土地、光伏与水
电互补送出情况

作出相关服务承诺、协调金融等支持
国贫县

3 陕西省渭南市

4 河北省海兴县

机组开机模式的情况下，山西省全年弃光率约为2.78%，弃光率低于5%”。
求，内容完整合理
。

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在建设过程中，坚决不向中标
企业乱摊派、乱收费，确保不增加企业负担”。

需要配套设置深井、管网和泵房，保障施工和生活用水；县
财政局将水、路建设资金列入专项预算；国网寿阳供电公司
布置建设施工用电点。

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竞价入门门槛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
价低12%-15%。

困县。 互补送出。
述。

编制了《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基地电力消纳市场及接入系统研究报
告》，主要结论为“本次规划的光伏项目出力可在渭南地区全部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 容完 整合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渭南市政府承诺“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
竞争性配置，公平对待符合条件的所有参与竞争企业，按
要求落实基地竞争，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出申报基地时已
明确的建设任务之外的增加企业成本和负担的额外要求”
。

渭南市政府承诺“基地外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所有基
础设施由渭南市人民政府负责投资建设，确保项目开工前通
水、通电、通路、场地平整，达到‘三通一平’”。

渭南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将比渭南地区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
11%的电价作为渭南市应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价入门门槛，将国家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应
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争优选技术入门门槛”。

基地所在澄城县、
合阳县均为光伏扶
贫工程重点实施范
围。

《渭南市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
跑基地澄城县庄头乡曹庄村采
煤沉陷区土地稳定性论证报告
》提出基地涉及的澄城县桩头
乡曹庄村场址为采煤沉陷区，

地面沉陷面积为1.17km
2
。基地

无规模化水光互补送出。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编制了《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输电和
消纳专题报告》，主要结论为“基地所发电量可全部在沧州地区范围内消纳
”。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 容完 整合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海兴县政府承诺“严格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光伏发
电“领跑者”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
通知》（国能发新能〔2017〕54号）内容和要求，公开公
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
公平对待符合条件的所有参与竞争的企业。坚决不对企业
提出申报基地时已明确的建设任务之外的增加企业负担的
其他要求”。

海兴县政府承诺“投资建设各光伏电站项目外的道路、给排
水、供电、通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集电线路穿（跨）
越公路、铁路、河流、林区、矿区时，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
术标准的，不得收跨越费、占用费、道路接口费等；构成损
害的，建设单位按原标准修复或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海兴县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并网等涉企服务，制定和出台了《海兴县人民政府关于海兴
县盐碱地综合治理光伏发电先进技术应用基地建设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承诺“将比
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的电价作为应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价入门门槛”。

基地所在的海兴县
为光伏扶贫工程重
点实施范围。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不涉及光伏与
水电互补送出情况。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5 吉林省白城市

6 江苏省泗洪县

编制了《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电力消纳及接入系统研究》报
告，主要结论为“白城光伏‘领跑者’基地的电力除在吉林省内消纳外，其
余部分拟通过甜水-向阳-扎鲁特输电通道外送”。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 容完 整合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白城市政府承诺“按照国家能源局文件‘国能发新能’〔
2017〕54号《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划实施和
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要求，公开
公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
”、“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出增加企业成本和额外要求”
。

白城市政府承诺“本基地进场道路、临时用水、临时用电等
基础设施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设”。

白城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将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的
电价作为应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价入门门槛，将国家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应用领跑基地企
业入选指标”。

基地涉及的大安市
和镇赉县均为光伏
扶贫工程重点实施
范围。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不涉及光伏与
水电互补送出情况。

未明确相关内容

编制了《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接入系统规划专题
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所发电力能够在电网分区全额消纳”、“本项目
所发电量完全有条件在所在电网分区内全额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容完整合理
。

泗洪县政府承诺“按照《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
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要
求，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
管理工作，按照要求落实基地竞争，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
出增加企业成本和额外要求”。

泗洪县政府承诺“基地外道路等基础设施由县财政投资建设
”。

泗洪县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制定和出台了《江苏省泗洪县西南岗光伏发电应
用领跑基地综合服务体系实施方案》；承诺“将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
（至少10%，多则不限）的电价作为企业竞价入门门槛和按要求竞争性优选业主，将国
家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基地企业竞争优选技术入门门槛”。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
内不涉及国家级贫
困县。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不涉及光伏与
水电互补送出情况。

未明确相关内容

格尔木市政府承诺“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光伏发电

7 青海省格尔木市

8
内蒙古自治区达
拉特旗

9 青海省德令哈市

编制了《海西州格尔木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项目电力接入与消纳研
究》报告，主要结论为“海西州格尔木基地发电量在海西州本地消纳困难，
需扩大消纳范围”、“海西州格尔木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在青海范围内可实
现较好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容完整合理
。

格尔木市政府承诺“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光伏发电
“领跑者”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
知》（国能发新能〔2017〕54号）内容和要求，在海西州
新能源产业发展推进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公开公平公正开
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我市承
诺，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出增加企业成本和额外经济负担
等与项目建设无关的任何要求”。

海西州政府承诺“支持330kV以上电网设施、新能源基地配
套设施（临水、临电、道路等）建设”；格尔木市政府承诺
“我市统筹配套建设基地的水、电和道路等基础设施”。

格尔木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基地项目补贴电价不高于0.585元/千瓦时
（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

基地所在格尔木市
为光伏扶贫工程重
点实施范围。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无规模化水光
互补送出。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编制了《库布其沙漠经济先导区应用领跑光伏发电示范基地接入与消纳专题
报告》，主要结论为“地区高中负荷方案下，考虑光伏出力按30%计入平衡
时，地区电源所发电力与负荷供电需求基本持平，项目所发电力可以就地消
纳。地区新能源大发时，地区电网盈余电力将送出至内蒙古主网消纳”、“
若考虑自备机组参与调峰后，地区新能源消纳情况将得到较大改善，在地区
自备机组年利用小时数降低至6100小时后，年弃光率降低至0%；地区新能源
项目所发电力可全部在该供电区内就地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 容完 整合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达拉特旗政府承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
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行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导
意见》（发改能源〔2016〕1163号）、《国家能源局关于
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
有关要求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7〕54号）内容和要
求，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
管理工作”、“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出增加企业成本和额
外的要求”。

达拉特旗政府承诺“由旗人民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基地进场道
路、外围防护绿化、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
无需光伏企业分摊”。

达拉特旗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
系，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将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
12%的电价作为应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价入门门槛”。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
内不涉及国家级贫
困县。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不涉及光伏与
水电互补送出情况。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编制了《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领跑者”应用示范项目电力接入与消纳研
究》报告，主要结论为“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在海西州本地消
纳困难，需扩大消纳范围”、“海西州德令哈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在青海范
围内可实现较好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容完整合理
。

德令哈市政府承诺“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光伏发电
“领跑者”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
知》（国能发新能〔2017〕54号）内容和要求，公平、公
正、公开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工
作，我市承诺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出增加企业成本和额外
经济负担与项目无关的任何要求”。

海西州政府承诺“支持330kV以上电网设施、新能源基地配
套设施（临水、临电、道路等）建设”；德令哈市政府承诺
“我市配套建设水、电、气和道路等基础设施”。

德令哈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
系，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基地项目补贴电价不高于0.585元
/kWh（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

基地所在德令哈市
为光伏扶贫工程重
点实施范围。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不涉及光伏与
水电互补送出情况。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编制了《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电量保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宝应县政府承诺“按照《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
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要

10 江苏省宝应县

编制了《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生态渔业光伏发电“领跑者”示范基地电量保
障消纳报告》，主要结论为“本项目发电容量就近在宝应及周边电网消纳是
存在条件的”、“根据电量平衡可见，本项目投运后对省内煤电装机年利用
小时数影响较小，对江苏全省电量消费格局影响不大，表明光伏电站所发电
力电量在江苏及扬州周边电网基本能够完全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规 程规 范要
求，内容完整合理
。

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要
求，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
管理工作”、“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出增加企业成本和额
外要求”。

宝应县政府承诺“基地外通路（光伏电站至既有国道的连接
道路）、通水、通电、通气、通讯、场地平整等‘五通一平
’基础设施由宝应县政府负责建设”。

宝应县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基地项目备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将比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低10%的
电价作为应用领跑基地企业竞价入门门槛，不设最低上网电价门槛”。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
内不涉及国家级贫
困县。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不涉及沉
陷区土地，基地不涉及光伏与
水电互补送出情况。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1
江西省上饶 50万千瓦

根据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
跑基地项目实施方案，项
目划分如下：
项目1:  25万千瓦，位于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
源中心提出鄱阳县水平面
太 阳 能 总 辐 射 量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
源电力监测和弃水弃风弃

上饶市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
市环境保护局说明“基地项目均不处于环境影响制约区域，原则同意该规划项目实施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基地总体规划实施范围不在安全风险区域内，原则
同意该规划项目实施”。
根据《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总体规划》、《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项目实

上饶市政府承诺“基地土地属于国
有土地，将按照租赁的方式供投资
企业使用，使用标准为200元/亩*

（二）技术领跑基地优选公示信息表

规划规模/
本期规模

本期申报基地项目划分
和建设地点

太阳能资源水平 太阳能利用率 场址范围与类别
序号

基本信息 太阳能资源及利用率基地名称
（基地申报
地方政府）

土地使用及成本

用地成本

1
江西省上饶
市

50万千瓦
/50万千瓦

项目1:  25万千瓦，位于
鄱阳县；
项目2:  25万千瓦，位于
余干县。

太 阳 能 总 辐 射 量
4538.1MJ/㎡，余干县水
平 面 太 阳 能 总 辐 射 量
4440.5MJ/㎡。

源电力监测和弃水弃风弃
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根据《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总体规划》、《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项目实
施方案》和上饶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规划范围
16829.7亩，其中利用国有未利用地15060亩。上饶市林业局说明基地用地是未利用地
且不属于宜林、天然牧草等具有生态功能属性的土地，上饶市政府承诺基地土地属于
国有土地。

企业使用，使用标准为200元/亩*
年，交付方式为：逐年缴纳且20年
内不上浮土地价格”。

2
山西省长治 50万千瓦

根据长治市能源革命排头
兵2017光伏发电技术领跑
基地总体规划和实施方
案，项目划分如下：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
源中心提出黎城县水平面
太 阳 能 总 辐 射 量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
源电力监测和弃水弃风弃

长治市、黎城县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
土地”。市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同意《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总体规划和实
施方案》”。平顺县政府承诺“光伏阵列占用土地全部为未利用地，土地类型属于国
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无环境影响制约区域，无安全风险区域”。黎城县
和平顺县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同意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申报规划”，“不
占用水源地、湿地、风景名胜、生态敏感保护区等不允许光伏项目建设的土地，项目
无环境影响制约”。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项目用地均为国土荒山荒坡未利用
地，不涉及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我局同意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总体规划与

长治市政府承诺“两县建设用地出
让价格标准为96元/平方米。基地
土地将按照流转的方式供投资企业
使用，20年平均用地成本在200元/
亩/年以下。具体标准为：基地用
地流转价格150元/亩/年，交付方2

市 /50万千瓦 项目1: 25万千瓦，位于
黎城县；
项目2: 25万千瓦，位于
平顺县。

4733.8MJ/㎡，平顺县水
平 面 太 阳 能 总 辐 射 量
5183.4MJ/㎡。

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地，不涉及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我局同意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总体规划与
实施方案”。黎城县和平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项目用地均为国土荒山荒坡
未利用地，不涉及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我局同意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在我
县范围内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
根据《长治市能源革命排头兵2017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和长
治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规划总占地面积范围32938
亩，其中涉及国土性质未利用地32938亩，林地性质宜林地21787亩、其他灌木林地
6091亩、林业未利用地5060亩。长治市政府承诺土地产权全部为村集体所有。

地流转价格150元/亩/年，交付方
式为：分20年逐年缴纳且20年内不
上浮；附着物及林业补偿等一次性
费用低于1000元/亩，20年平均为
50元/亩/年”。

陕西省铜川 50万千瓦

根据五色铜川光伏发电技
术领跑基地规划报告和五
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
源中心提出基地所在区域

根据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
源电力监测和弃水弃风弃

铜川市政府承诺“基地光伏阵列占用土地类型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
市环境保护局说明“我局同意铜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制的《五色铜川光伏发
电技术领跑基地》实施方案”。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经我局实地勘察调研，

铜川市政府承诺“成立农业公司，
牵头流转所需土地，以一般农用地
200元/亩·年，未利用地180元/亩

3
陕西省铜川
市

50万千瓦
/50万千瓦

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
基地2017年-2018年实施
方案，项目划分如下：
项目1和项目2: 25万千
瓦，均位于宜君县。

源中心提出基地所在区域
水 平 面 总 辐 射 值 在
4824MJ/㎡-4968MJ/㎡之
间。

源电力监测和弃水弃风弃
光状况分析以及相关资
料，本地区无弃光。

电技术领跑基地》实施方案”。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说明“经我局实地勘察调研，
基地项目及周边不存在影响和制约基地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安全隐患”。
根据铜川市政府、市国土局和市林业局出具的承诺，基地场址不占用基本农田，规划
总占地面积18312亩，其中一般农用地12097亩、未利用地6215亩。基地规划土地不在
国家、省自然保护区内，不属于湿地、林地、宜林地、牧草地。

200元/亩·年，未利用地180元/亩
·年，租赁给光伏投资企业，交付
方式以5年为一个交付周期”、“
对入选基地建设的光伏企业，土地
使用价格在租赁期间不予上浮”。



1
江西省上饶

序号
基地名称

（基地申报
地方政府） 消纳论证 电网公司消纳承诺 政府消纳承诺 资源评价报告 土地利用报告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投
资建设该基地电力送出工程，具
体包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
接网工程（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

编制了《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消纳与接入方案研究报告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证结论为“
评审认为，报告中江西省电网现状及规划、电源结构及发展、用
电负荷特性、电力接入条件的分析以及消纳计算边界条件、计算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承诺“基地
所发电量可在基地所在地上饶市区域

上饶市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导，出
台必要的支持政策，最大限度促使上
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投运后发电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
资源中心编制的研究报
告主要结论为鄱阳县水

编制了《上饶光伏发电
技术领跑基地土地利用

规划方案完善程度

规划报告及各子报告完善性
接入系统建设

接网及送出工程

消纳保障

1
江西省上饶
市

2
山西省长治

接网工程（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
地汇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
路）和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
线路。

电负荷特性、电力接入条件的分析以及消纳计算边界条件、计算
方法符合实际，科学合理，评审原则同意报告提出的基地电力消
纳结论以及接入系统规划方案”、“根据上饶地区电力需求预
测，2019年上饶地区统调用电量将达到156.46亿kWh，因此项目所
发电量可在上饶本地区内消纳”。

所发电量可在基地所在地上饶市区域
范围内消纳”、“基地项目发电水平
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

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投运后发电
量在我市消纳，保障本基地项目发电
量95%以上得到消纳”。

告主要结论为鄱阳县水
平面总辐射量4538.1MJ/
㎡，余干县水平面总辐
射量4440.5MJ/㎡。

技术领跑基地土地利用
分析报告》。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承诺投资建
设该基地电力送出工程，具体包
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

编制了《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消纳与接入专题研究》报
告，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证结论为“
1.从长治市电网电力平衡来看，2019年本地电网电力盈余，可适
当调整火电开机方式或通过对外联络线将盈余电力送出。长治市
至今未发生弃光情况。2.从长治市电网调峰平衡计算来看，长治
市本地电网调峰能力较强，基本能满足本地电网的调峰需求。3.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承诺“长治市光
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500MWp所发电量
可在山西省范围内消纳，弃光率低于
5%”、“基地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

长治市政府承诺“出台必要的支持政
策措施优先消纳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
领跑基地所发电量，保证消纳本基地
不低于95%的发电量，依据长治市太阳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
资源中心编制的研究报
告主要结论为黎城县水
平面太阳能总辐射量

编制了《长治市光伏发
电技术领跑基地土地利2

市

陕西省铜川

工程（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地汇
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
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

市本地电网调峰能力较强，基本能满足本地电网的调峰需求。3.
虽然长治电网有两条外送通道，电网调峰能力较好，但从山西省
通盘考虑来看，有必要分析光伏基地在山西省范围内消纳的情景
。4.对长治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500MW建成后2019年全年8760小
时山西省运行情况进行生产模拟结论为：不同的调峰情况下弃光
率均低于5%”。

5%”、“基地项目发电水平达到国家
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或不
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以上，
弃光率低于5%”。

不低于95%的发电量，依据长治市太阳
能资源条件，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
跑基地项目年最低保障利用小时数为
1400小时”。

平面太阳能总辐射量
4733.8MJ/㎡，平顺县水
平面太阳能总辐射量
5183.4MJ/㎡。

电技术领跑基地土地利
用专项规划报告》。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做好该基地
电力送出工程投资建设，具体包
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

编制了《五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消纳及接入专题研究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承诺“五色铜川
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装机规模50万
千瓦，所发电量可在陕西全省范围内
消纳”、“五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

陕西省能源局承诺“保证基地项目发
电水平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
”。铜川市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
资源中心编制的研究报
告主要结论为基地所在

编制了《五色铜川光伏

3
陕西省铜川
市

括基地内各光伏电站配套的接网
工程（电站项目升压站至基地汇
集站或系统变电站送出线路）和
基地汇集站及以上输变电线路。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对该报告提出的主要论
证结论为“五色铜川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可在铜川地区和陕西
全网消纳”。

消纳”、“五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
跑基地50万千瓦发电水平，能够达到
国家要求的本地区最低保障小时数
（或不低于基地发电量95%的小时数）
以上”。

”。铜川市政府承诺“加强协调引
导，出台了支持政策和措施优先消纳
基地的发电量，保障基地电网消纳电
量不低于满负荷发电量的95%”。

告主要结论为基地所在
区域水平面总辐射值在
4824MJ/㎡-4968MJ/㎡之
间。

编制了《五色铜川光伏
发电技术领跑基地土地
综合利用专题报告》。



1
江西省上饶

序号
基地名称

（基地申报
地方政府）

政策落实性

接网消纳报告 规划报告 基地竞争承诺 基地外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综合服务体系与监管

编制了《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消
纳与接入方案研究》报告，主要结论为
“根据消纳计算结果，上饶光伏发电技
术领跑基地分期投产的各水平年内，光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 业 规 程 规 范要

上饶市政府承诺“公平、公
正、公开的开展基地内项目
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

上饶市政府承诺“在项目进场道
路建设和项目场地‘五通一平’
方面，我市将统筹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农村道路建设
资金给予支持，创造良好的项目

上饶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
的原则建立综合服务体系，承诺将
国家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技术领跑

基地所在鄱阳县和余
干县均为国家级贫困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
不涉及沉陷区土地，

未明确相关内容

规划方案完善程度

规划报告及各子报告完善性

政策与效果 基地综合社会效果

采矿等沉陷区土地、
光伏与水电互补送出

其他改革创新模式
作出相关服务承诺、协调金融等支持

国贫县

1
江西省上饶
市

2
山西省长治

术领跑基地分期投产的各水平年内，光
伏电力在江西省范围内基本可消纳，具
体还需要考虑水平年的气候情况，结合
水电情况综合分析”。

行 业 规 程 规 范要
求，内容完整合理
。

竞争性配置和基地监督管理
工作。不对入选投资企业提
出额外要求，不增加企业投
资成本和运营成本”。

资金给予支持，创造良好的项目
进场建设条件”；市财政承诺“
市财政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中安排‘五通一平’全
部建设资金”。

国家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技术领跑
基地企业竞争优选技术入门门槛，
制定和出台了《上饶光伏发电技术
领跑基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干县均为国家级贫困
县。

不涉及沉陷区土地，
基地不涉及光伏与水
电互补送出情况。

未明确相关内容

编制了《长治市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
消纳与接入专题研究》报告，主要结论
为“考虑风光大发时，2019年本地电网
电力盈余，需要适当调整火电开机方式
或通过对外联络线将盈余电力送出”、
“西龙池抽水蓄能机组能否参与调峰影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 规程规 范要
求， 内容完 整合

长治市政府承诺按照《关于
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
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
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
要求，“公开、公平、公正
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

长治市政府承诺“完善基地外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基地光伏场
区外的道路和项目所用临水、临
电等，市政府按照工程需要进行

长治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
的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
”综合服务体系，优化基地项目备

基地涉及的平顺县为
光伏扶贫工程重点实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
不涉及沉陷区土地，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2
市

陕西省铜川

响到光伏电站的消纳水平，当抽蓄不参
与调峰时，山西省全年弃风光率约为
6.8%，折算后弃光率约为3.99%；当抽
蓄2台机参与调峰时，山西省全年弃风
光率约为4.42%，折算后弃光率约为
2.73%，弃光率均低于5%”。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开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
和基地监督管理工作”、“
按要求落实基地竞争，不设
置额外入选要求和配套建设
要求，确保不增加企业成本
”。

电等，市政府按照工程需要进行
改造或新建，市县两级政府承担
相应费用，由土地出让收入资金
列支”。

案、建设等涉企服务；承诺将国家
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技术领跑基地
企业竞争优选技术入门门槛。

光伏扶贫工程重点实
施范围。

基地无规模化水光互
补送出。

述。

编制了《五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
地消纳及接入专题研究》报告，主要结
论为“五色铜川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
所发电力基本可以在铜川电网内消纳。

规划报告基本符合
行业 规程规 范要
求 ， 内 容 完 整合

铜川市政府承诺按照《关于
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
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
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

铜川市政府承诺“基地外道路等

铜川市政府承诺按照“责权一致”
原则，建立统一有效的“一站式”
综合服务体系，优化基地项目备案
、建设、并网、用地等涉企服务；

基地所在的宜君县为
基地本期场址范围内
不涉及沉陷区土地，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3
陕西省铜川
市

所发电力基本可以在铜川电网内消纳。
但是铜川电网作为陕西电网的一部分，
主要电网通道承担着陕北富余电力南送
的任务，承上启下，因此本报告考虑在
陕西电网范围内消纳铜川光伏发电技术
领跑基地所发电力”。

求 ， 内 容 完 整合
理，需进一步落实
土地收储流转工作
。

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内容和
要求，公开、公平、公正开
展基地内项目竞争性配置和
基地监督管理工作，不对入
选投资企业提出增加企业成
本和额外要求。

铜川市政府承诺“基地外道路等
基础设施由市政府负责建设”。

、建设、并网、用地等涉企服务；
承诺将当地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作为基地上网电价，严格按照国家
确定的技术指标作为基地企业竞争
优选技术入门门槛。

基地所在的宜君县为
光伏扶贫工程重点实
施范围。

不涉及沉陷区土地，
基地不涉及光伏与水
电互补送出情况。

提出有关改革创新表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