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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1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截至2017年6月
底，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1.02亿千
瓦，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分布式光伏1743
万千瓦。

   2017上半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2440万
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711万千瓦，同比增
长2.9倍。分布式光伏项目将成为光伏行业
的主流，成为市场的“风口”。其中，户
用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将成为重
要趋势。

    对于户用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而言，
整个项目的运营期长达25年，其中的法律
风险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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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密 4

政策支持
《国家能源局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能新
能﹝2013﹞433号）
第十一条 项目备案工作应根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特点尽可能简化程序，免除
发电业务许可、规划选址、土地预审、水土保持、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及社
会风险评估等支持性文件。
第十二条 对个人利用自有住宅及在住宅区域内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
当地电网企业直接登记并集中向当地能源主管部门备案，不需要国家资金补贴的
项目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自行管理。

《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国能
新能﹝2014﹞406号）
六、建立简便高效规范的项目备案管理工作机制。……对个人利用住宅（或个人
所有的营业性建筑）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网企业直接受理并网申请后
代个人向当地能源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



严格保密 5

政策支持
《关于完善光伏发电规模管理和实施竞争方式配置项目的指导意见》
（发改能源[2016]1163号）

利用固定建筑物屋顶、墙面及附属场所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全部自发自用的地
面光伏电站项目不受年度规模限制，各地区可随时受理项目备案，项目投产后即纳
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范围。



房屋所有权被处置的风险

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

出租人处分权缺失的风险

屋顶租赁合同无效的风险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户用光伏项目屋顶租赁的常见法律风险



屋顶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

房屋租赁合同（部分）无效的特殊情形

n 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n 临时建筑房屋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

n 房屋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

n 租赁期限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n 租赁期限超出临时建筑使用期限，超过部分

无效。

合同无效的一般情形

n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

国家利益；

n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

益；

n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n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n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下列情形之下，合同是否会无效

屋顶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

租赁房屋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

与非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租赁房屋未经消防验收

一屋顶签订的多份租赁合同

租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为划拨方式的

1
2
3
4
5

转租的租赁合同6
未约定租赁期限的租赁合同7



承租人的防范措施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国土资厅发〔2016〕38号）

第十一条　（关于地役权）根据《物权法》和国办发〔2014〕35号、国土资规〔2015〕5号等法律和文件规定，

地役权适用于在已有使用权人的土地、建筑物、构筑物上布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无线通讯基站、分布式

光伏发电设施等小型设施的情形。设立地役权，应执行《物权法》第十四章规定。

▲确保租赁房屋为非违章建筑，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不长于20年，后续租赁期限以补充协议或续租期的形式体现，

以及不长于剩余土地使用权年限

▲如属于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应确保通过消防验收，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文件

▲如涉及转租（主要是股东和项目公司之间），需征得出租人的同意

▲设置地役权（实践中值得探讨），期限可超过25年

中伦律师提示



出租人处分权缺失的情形

属于建筑共有部分的屋顶的出租未经半数以
上业主同意

屋顶的出租人非产权人，且未得到产权人的
授权

共同共有房屋未经共有人一致同意的

按份共有的房屋未经2/3共有人同意



承租人的防范措施

▲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核实房屋屋顶是否属于建筑共有部分，如属于共

有部分的，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半数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半数以上的业主同意，后者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签订租赁合同

▲在签订租赁合同前，要求出租人提供产权权属证明原件，核实出租人

是否为房屋的产权人，如非产权人的，应取得产权人的相应授权

▲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核实房屋是否属于共有财产，如属于共有财产的，

需征得所有或2/3共有权人的同意

中伦律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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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　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

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

（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

（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三）合同成立在先的。

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签订多份租
赁合同

有承租人合
法占有

均未合法
占有

已合法占有
的合同履行

均未经过
备案

有经过租赁
备案

租赁备案的合
同履行

合同签订在先
的履行

一屋顶多租如何履行



一屋顶多租的防范措施

▲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核实屋顶租赁情况，避免承租已出租给他人的屋

顶

▲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一屋顶数租导致承租人无法

取得屋顶使用权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赔偿

▲在签订租赁合同后，进行备案（实践中存在难度），以及尽快进场施

工，达成先行合法占有的事实。

中伦律师提示



屋顶不符合光伏建设规范

n 分布式光伏系统安装前，首先必须考虑房屋结构

的安全性，必须根据国家现行的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委托专业机构，对

房屋进行结构承载力复核验算，特别是钢结构房

屋的结构承载力验算，如有不满足规范要求的，

必须对房屋加固处理，才能保证房屋安全可靠。

n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光伏发

电项目，必须由原设计单位进行

建筑结构安全、建筑电气安全的

复核，应满足光伏组件所在建筑

部位的防火、防雷、防静电等相

关功能要求和建筑节能要求。

中伦律师
提示

注意    1.系统电气、防雷不符合规范，导致短路，并引起火灾；
风险：2.建筑物荷载不够，导致建筑物倒塌。
             



施工不符合建设规范

n 屋顶光伏涉及到电气安全，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

安装的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后才能上岗，并应

持有电工资质证书。

n 根据法律规定，安装单位应当具

有承装类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电

力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资质

。

中伦律师
提示

注意    1.光伏面板安装非最优倾角，影响发电效率；
风险：2.光伏面板安装不规范，大风时坠落，造成第三方损害；
             3.安装时，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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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之
前房屋
被查封

出租之
前房屋
被抵押

受让人无需
继续履行租

赁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　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二）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

买卖不破租赁的另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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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是否为政府征收的补偿对象
•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
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
给予公平补偿。”规定，承租人并非补偿对象。

承租人是否没有机会发表权利

• 依据《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申请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应当提供下列
材料：（二）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凭证、催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直接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的规定，申请强制拆迁时，仍要考虑承租人的意见。

承租人如何主张权利
• 依据与被征收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要求获得补偿。

房屋被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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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拆迁的补偿范围
• 补偿金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等三方
面的补偿。 所以，能得到拆迁补偿，光伏用户可以得到两部分补偿：一个是光
伏系统本身价值的补偿，另一个则是光伏未来几年发电总收入的补偿。

提供光伏安装的许可证明以及购销合同等可以证明光伏价值的资料

• 1）许可证明：光伏居民并网申请表，电力公司盖章文件，非居民大的项目需要
发改委备案文件（证明项目的合法性）

• 2）购销合同：和安装商签订的合同盖章原件，付款凭证。（证明光伏电站的价
值）

• 3）与电网公司的发电量计量、电费、补贴结算发票。（证明光伏电站的年收益
情况）

房屋被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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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的防范措施

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对出租人的资信进行调查，避免与资信不佳的的主体签订租赁合同

6

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对房屋情况进行调查，避免房屋在出租之前被抵押或查封

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对房屋区域的规划情况进行调查，避免房屋已被政府列入征收计划

在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租赁房屋被处置，导致合同终止履行的，出租人应承担
的违约和赔偿责任。

在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房屋被征收，补偿款中应包含分布式光伏的损失，政府
支付的部分补偿款应由承租人享有。

在房屋被征收后，积极与产权人配合向征收人上报光伏项目的价值以及经营
损失，争取尽可能多的获得补偿款。

采用设立地役权的方式使用屋顶，使用人为地役权人，用益物权权利人，通
常属于拆迁补偿的对象。

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对租赁合同进行备案或进行公证，确定屋顶出租的时间，
以便于判断屋顶租赁与抵押或查封的先后顺序

中伦律师提示



户用屋顶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销售安装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主要内容

第一条 项目内容

第二条 项目周期

第三条 项目标准

第四条 付款信息及方式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第六条 乙方权利义务

第七条 质保服务

第八条 违约责任

第九条 其他约定

第十条 附则

附表 主要设备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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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关注点一：关于合同主体

买方：指在合同中约定的购买光伏发电系统或相关服务，承担支付项目价款
义务的当事人。

卖方：指在合同中约定的向买方销售并且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或者提供光伏
发电系统运维管理等服务的公司。

1.主体类型：自然人 、法人、非法人组织

2.签字人：法定代表人与授权委托人

3.企业资信：企业基本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涉诉信息
（中国裁判文书网）、失信被执行人（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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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关注点二：关于合同标的

本合同项下的标的：卖方向买方提供光伏发电系统的咨询、设计、销售、安
装和后期运维管理服务的内容。

有形的产品：光伏板数量、峰值功率、装机容量、光伏板类型、其他设备和
材料等

无形的服务：咨询、电站设计、容量计算、运输、安装、调试、后期运维

产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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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关注点三：关于合同工期

几个工期：设计工期、施工工期、并网工期、维护服务期限

绝对工期：XX年X月X日前竣工

相对工期：自开工之日起【   】天内竣工

工期顺延：甲方申报和审批手续不齐；甲方未能及时提供场地和便利条件；
甲方未按时付款；未及时审批确认乙方的报告；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
乙方的原因。

工期责任：甲方原因导致延期开工或停工需要赔偿；乙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需要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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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关注点四：关于质量
质量标准：项目安全性与质量应符合T/HZPVA001-2017《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验收

规范》或者客户约定的其他标准；乙方保障项目符合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标准

HZPVA001-2017《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验收规范》的规定；主要设备材料符合附件

清单的要求。

验收：现场验收外包装质量、清点数量；竣工验收；发电量验证（要根据当地光照情

况客观估计发电情况，不能盲目承诺发电量）。

质保服务：工程质保（推荐3年）、组件功率质保（推荐10年）、逆变器质保（推荐10

年），自竣工或交付起算；区分质保期内、质保期外，甲方原因和乙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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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关注点五：关于价格与支付

合同价格：一揽子价格（相当于小的EPC），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买方

向卖方支付包括咨询、设计、设备提供、建设安装、运维服务等合同中规定

的有偿服务的代价；

付款方式：电汇、现金、支付宝（可以索取发票）；

付款进度：预付款和定金的区别？质量保证金怎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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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关注点六：关于后期运维

资料移交：乙方应做好分项验收记录、竣工验收记录、项目结算记录、项目
竣工图，设备和系统调试记录及报告、设备和原材料合格证等的归档工作。
项目结算后应移交本项目档案资料及继续运行所必需的相关技术资料给甲方。

用户培训：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对甲方指派的操作人员进行光伏系
统的工作原理、操作规程、常见故障及处理措施等知识的免费培训；乙方确
保甲方学会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查看项目运行情况和发电数据。

运行维护：乙方负责后期运维，确保自身的运维服务人员已经过光伏系统的
工作原理、操作规程、常见故障及处理措施等知识的系列培训；如发生设备
故障、损坏，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对乙方的检测与维保工作予以配合；
乙方对项目实时监控，发现异常及时通知甲方并进行维保。

本所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LLP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93年，是中
国司法部最早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
务所之一。经过数年快速、稳健的发展
壮大，中伦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
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中伦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武汉、成都、重庆、青岛、杭州、东京、

香港、伦敦、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15
个城市设有办公室。

中国领先的
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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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6-37层 
邮编：100022 
电话：86-10-5957-2288 
传真：86-10-65681022/1838
 
上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国金中心二期10-11楼 
邮编：200120 
电话：86-21-6061-3666 
传真：86-21-6061-3555 

深圳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中心A栋10楼 
邮编：518026 
电话：86-755-3325-6666 
传真：86-755-3320-6888 / 755-3320-6889 

广州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23层 
邮编：510623 
电话：86-20-2826-1688 
传真：86-20-2826-1666 

香港
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409室 
电话：852-2877-3088
传真：852-2525-1099

武汉
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大厦I座17楼 
电话：86-27-8555-7988 
传真：86-27-8555-7588 
 
成都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拉德方斯大厦东楼6层
电话：86-28-62088000
传真：86-28-62088111
 
青岛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1号乙远洋大厦A座27层
邮编：266071
电话：86-532-5572-8677/8678
传真：86-532-8677 7666
 
重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街3号D座中国人保寿险大厦5-1层A单元
邮编：400023
电话：86-23-8879-8388
传真：86-23-8879-8300

杭州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1366号华润大厦A座22楼
邮编：310020
电话：86-571-56921222
传真：86-571-5692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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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地址：340 Madison Avenue, 19th Floor, New York, NY 10173, USA
电话：1-212-220-9399
传真：1-212-202-3758
 
洛杉矶
地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威尔夏大道4322号200室
邮编：90010 
电话：1-323-930-5690 
传真：1-323-930-5693 

东京
地址：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3-12纪尾井町大厦
邮编：102-0094 
电话：81-3-3288-8791 
传真：81-3-3288-8795

伦敦
地址：10-11 Austin Friars, London, EC2N 2HG
电话：44-(0)20-7382-1567
传真：44-(0)20-7382-1568
 
旧金山
地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新蒙哥马利街33号990室
邮编：94105
电话：1-415-868-4398
传真：1-415-868-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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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言中伦  行中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