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证券代码：600905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来访记录表

编号： IR-2022-004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

单位名称/姓名

中信证券 阚玉贺

长江证券 司 旗

国泰君安 陈卓鸣

海通证券 吴 杰

中金证券 刘佳妮

兴业证券 蔡 屹

国金证券 李 蓉

西南证券 刘 洋

国信证券 王 倜

民生证券 赵国利

华泰证券 黄 波

天风证券 王钰舒

首创证券 董海军

华融证券 李亚东

社保基金 史文璟

嘉实基金 陈黎明

摩根士丹利 Teresa Yan

花旗银行 田诗佳

建信养老 刘 洋

招商基金 孙燕青

中邮基金 戎 凯

中国人寿资产 孙玉娇



国开资管 王定林

申万菱信 常洪雨

民生加银 金 耀

中信资管 唐 萤

国寿安保基金 王 达

摩根华鑫 曾 格

新华保险 刘 磊

中海基金 刘 俊

海通资管 刘 彬

华宝基金 崔丰文

国君资管 张晨洁

中银基金 邵璟璐

淡水泉投资 姜向中

长城基金 邱博文

银河基金 杨文超

华泰资产 杨林夕

平安资管 戴亚雄

高盛资产 浦惠群

时间 2022 年 9 月 8 日 10:00-11:30

地点

现场结合线上方式交流：

现场会议室：通州办公楼 1203 会议室；

线上方式：进门财经。

主要内容

投资者提问交流

1.请介绍一下独立储能的商业模式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答：目前，独立储能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电力现货市场、共享容量租赁等。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背景下，

公司结合新能源主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布局储能业务，围绕规

模化新能源开发，因地制宜有序开展储能业务，切实提升电站出

力质量、维护电网的稳定性，保障新能源“送得出、供得上”。

2.请问公司全年新能源投产计划有多少？其中陆风、海风、

光伏装机分别多少？



答：2022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装机容量 210.46 万千瓦，其

中陆上风电新增 80.06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 130.40 万千瓦。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预计年新增装机不少于 500

万千瓦，积极发展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光伏发电。

3.请问已经政府核准/备案的新能源指标需要年内全部并网

吗？是否可与当地政府商量，因为组件价格高企延迟并网？

答：公司今年获取的新能源指标并非要求全容量年内并网。

一般而言，公司在争取建设指标中，会综合考虑政府要求、指标

获取进度、前期工作情况、建设条件等因素科学判断、合理预测

项目开工及投产时间，在确保履约可行的基础上签订相关开发协

议。一方面，若因为实施过程中受行业政策波动、疫情等不可抗

力影响项目建设的，公司将积极与政府沟通对接，另行协商建设

并网事宜；另一方面，面对组件价格上涨及价格波动，公司采用

优化设计方案、集采招标等方式，尽量降低组件价格上涨带来的

不利影响，合规有序加快工程建设，推动项目尽早并网。

目前，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每年会制定新增装机规模

目标，克服各方面制约因素，努力实现既定目标。若政策、市场

等各方条件较为有利，公司将顺势而为，加大开发力度。

4.请问公司获取的西北风光大基地项目的外送通道建设情况

如何？如果送出通道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是否会影响项目投产节

奏？

答：目前，公司正在西北区域建设青海 100 万千瓦光伏光热

项目（青豫直流，已投运）、府谷 15 万千瓦光伏项目（神府至河

北南网特高压通道，已投运）、延川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陕武直

流特高压通道，已投运）等外送基地项目，这些项目的外送电力

通道均已建成投运。

1月 30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以沙漠、戈壁、荒漠地

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的通知》(发改基础

〔2022〕195 号)，到 2030 年，规划建设风光基地总装机约 4.55

亿千瓦，公司依法积极开展申报计划，目前处于申报和筹划过程

中。《方案》明确“要统筹风电光伏基地、煤电配套电源、外送

通道项目等一体协同推进；电网公司要提前谋划、超前开展外送



通道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尽早开工。”若送出通道建设进度不及

预期，公司一是积极与相关主管部门对接，争取外送通道同步建

成投运，力争外送通道与新能源项目同步投产；二是与主管部门

协商临时并网、就近并网、省内消纳等过渡方案，争取新能源项

目按期投运。

5.请问公司资源储备情况如何？上半年新增的资源储备规模

是多少？核准情况如何？

答：公司累计储备资源超 1.4 亿千瓦，上半年新增资源储备

超 4000 万千瓦，新增获取核准/备案容量 730.29 万千瓦。储备资

源需经获取开发许可、办理前期手续、申报建设指标、取得核准/

备案等外部流程，及通过立项、投资决策等内部流程后方可转化

为可开发项目。

6.请问目前公司抽水蓄能项目获取情况如何？是否有项目已

经开工或达到开工条件？最早在什么时候能看到项目投产？抽蓄

项目对公司获取风光资源，尤其是大基地项目有没有帮助？

答：随着新能源电源占比不断提高，新能源消纳问题日益突

出，促进新能源发展关键在于消纳，保障新能源消纳关键在于电

网接入、调峰和储能。目前，配置储能主要有抽水蓄能和新型储

能两种。抽水蓄能是当前最为成熟、装机最多的主流储能技术，

在各种储能技术中成本最低。当前，抽水蓄能电站主要功能是调

峰、调频、系统备用、黑启动等，维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服务大规模远距离输电和促进新能源消纳。

公司紧密围绕新能源主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抽

水蓄能、新型储能、氢能等技术示范和规模化应用。结合地方资

源条件和系统调峰需求，科学合理布局抽水蓄能业务，多个抽水

蓄能项目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库，正

积极开展项目筹建工作，项目建设期通常在 8年左右。

7.请问上半年公司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规模有多少？核减风

险有多大？未来是否考虑对应收的这部分补贴进行 ABS/ABN/确

权贷款等操作？

答：2022 年 3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联

合发布《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自查工作的通知》，随即



各地可在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资格申报暂停审核，补贴电费发放

也基本停滞，公司上半年补贴电费结算金额少于上年同期。7月，

国家电网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年度预算第 1次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拨付情况的公告》，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补贴电费结算工作，公司各省纳入补贴目录的项目已于 8

月陆续收到补贴电费约 16 亿元。

根据现阶段补贴电费核查情况，核查问题为行业内普遍问题，

各省核查组已将核查取证情况上报至国家组，补贴电费核查属于

行业内共性问题，目前正在等待国家给予最终结论。

公司高度重视补贴电费管控工作，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持续

跟踪补贴电费结算工作；如有对应收补贴开展 ABS/ABN/确权贷款

等相关计划，将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及时关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8.请简要介绍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快速增长的原因。

答：根据公司2022年半年报，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加21.39

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投入资本金 14.79 亿元，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 6.89 亿元（具体可查看《2022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

节 财务报告）。公司为加大获取资源力度，扩大装机规模，实现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加大合作开发力度，与合作方共同设立合资

公司开发新能源项目模式不断加强，有力推动了公司的快速发展，

提升了公司经营业绩与整体市值。随合资公司建设，小股东资本

进入导致其权益占公司总体权益比重也有所增长。随合资项目陆

续并网运营、经营积累逐渐增加，归属于小股东的收益有所增加。

9.请问公司上半年海风利用小时情况相较陆上风电无显著优

势的原因？

答：2022 年上半年，公司风电平均利用小时为 1165 小时，

高于全国风电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 1154 小时（国家能

源局 1-6 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其中海上风电利用小时数

1221 小时，陆上风电利用小时数 1140 小时，海上风电较陆上风

电相比高出约 7%。海上风电利用小时未凸显出优势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上风电大部分装机为 2021 年底并网，海上风电调试、



移交生产需要一定周期，设备消缺、故障处理也会给正常运行带

来一定影响，并且受海况、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叠加影响，一定程

度影响利用小时数。

二是上半年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资源情况较去年同期下降

2.8%，对利用小时造成一定影响。

三是公司部分装机规模较大的海上风电场因电网送出线路改

建陪停较长时间，影响一定发电量。

从公司历史数据来看，风资源正常年份，海上风电利用小时

情况相较陆上风电具有显著优势，例如福建兴化湾海上风电场一

期 2021 年全年利用小时数达 3600 小时。

10.请问公司对下半年风光资源的看法？

答：风光资源受气候影响较大，存在变化因素较多，目前行

业内对长期资源预测没有很成熟准确的手段，生产上主要从可研

报告大致推测年度资源情况。也因为资源变化不好预估，所以对

下半年资源情况不好准确判断，单纯从上半年情况看，预计今年

风资源应会较同期略有下降，光伏资源估计基本持平。

11.请问公司上半年开工新能源规模?

答：截至 6月底，公司在建项目装机容量合计为 1527.3 万千

瓦，其中风电项目规模 763.8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项目规模 763.5

万千瓦。

12.公司目前开工的光伏项目组件成本是多少？是之前锁价

的部分吗？公司光伏组件锁量锁价规模有多少？

答：近期，公司开工项目的光伏组件招标价格为 1.9 元/W-2

元/W，符合当期市场公开招标价格。公司的光伏组件未采用锁量

锁价，根据项目进展适时开展组件招标工作。

13.请问上半年公司陆风、海风、光伏的电价及变化情况？

答：2022 年上半年，电改继续向纵深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建设提速、现货市场建设进程加快、工商业目录电价取消、电

煤价格上涨，同时，全国正逐步建立“能涨能跌”、“随行就市”

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规模也越来越大，国家及

多个省份出台了规范和促进绿电交易的政策和规则，市场机遇和

风险并存。在国家政策引领下，公司高度重视市场营销，开足马



力、传导压力、挖掘潜力、促进合力，提前预判并紧跟市场形势

变化，加大中长期和现货市场交易规则研究，因地制宜差异化制

定交易策略，抢抓机遇、主动而为开展增量交易，并积极布局绿

电市场，深挖绿电价值，提升交易质量。公司立足新发展阶段、

服务新发展格局，不断强化市场意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坚守

初心深耕专业：优化营销管控模式、科学精准施策、加快数智化

建设，不断加大人才储备和培养，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创品牌和市场效益之合力。

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交易电量 83.91 亿千瓦时，占上网电

量 35.22%。交易电价优于去年同期，同比提升 5.35%，度电让利

同比下降。

资料清单（如有） 三峡能源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机构调研活动推介材料

公司接待人员

张 龙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吴启仁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刘继瀛 董事会秘书

徐 辉 战略发展部主任

汤建军 工程管理部主任

王 瑜 电力生产与营销部主任

刘艾华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书超 资产财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刘淑军 科技与数字化部副主任专业师

何 俐 电力营销中心副主任专业师

王 蓉 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曹光磊 投资并购部专业师

日期 2022 年 9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