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球领先的光伏能源综合服务提供商





隆基新能源屋顶分布式光伏
为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投资收益高

降低高电费

减少碳排放

保护厂房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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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隆基新能源01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基绿能”）

成立于2000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产

品制造商。公司依托长期积累形成的单晶光伏技

，通过规模化生产、全产业链布局、致力于光伏

发电“平价时代”的早日到来，从而改变人类利

用能源的方式，改变世界能源的格局，改变人类

的生活方式，实现世界文明可持续发展。

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产品供应商

全产业链布局

1-1隆基新能源母公司——隆基绿能简介



1-2隆基绿能简介



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隆基新能源” ）总部位于中国西安，

是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产品制造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601012）的全资子公司。

隆基新能源拥有卓越的技术研发能力、全球领先的单晶高效光伏系

统、全球化的服务网络及资源整合服务能力。

隆基新能源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光伏能源综合服务提供商，业务

已涵盖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分布式光伏能源系统服务、分布式光

伏智能微网、能源互联网、系统集成及优化等领域，为客户提供光

伏能源供给、转换、分配、优化及增值服务等全过程最优的综合能

源服务解决方案。

1-3 隆基新能源简介

 全球领先的光伏能源综合服务提供商



1-4隆基新能源——屋顶分布式光伏行业第一品牌

工程总量全国第一！

市场份额全国第一！

专业程度全国第一！

截至目前，隆基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1千多个，总装机量超过1GW。在屋顶分
布式光伏领域成为首屈一指的品牌。



1-5国内项目超千个，容量超千兆瓦，实现全国覆盖

截止2017年2月，隆基新能源总计开发

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1000多个，

合计容量近1300兆瓦，预计2017年底，

可实现并网项目容量近2000兆瓦。项

目数量、项目总容量、项目并网容量等

各方面均稳居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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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商业模式灵活

受业主委托，隆基新
能源对分布式光伏工
程项目的设计、采购、
施工、试运行等进行
一站式服务. 隆基新能源将项目

建成后，待业主按
约定付款后，移交
给业主运营。

隆基新能源将项目建
成后，运营一段时间，
待收回投资成本和利
润后，按约定时间节
点将项目转让给业主。

隆基新能源率先与
各银行达成深度合
作，为客户提供项
目融资租赁服务，
解决客户的资金难
题。

A

C

B

D

EPC

BT

BOT

IF



分布式光伏系统02



在工商业建筑屋顶上建设分布式光伏

电站，由光伏电池方阵产生的直流电，经汇

流箱和直流配电柜汇集，输出到逆变器，并

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通过升压变压器升

压后并入公共电网。分布式并网系统可以就

地消纳，抵消从电网的购电，节省用户的电

费，或者全额上网，换取收入。

适用范围：

适合安装于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大
型展馆、机场、车站、商场、工业厂房等集
中用电大户。

2-1 隆基新能源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系统

A 组件   B 逆变器   C 配电柜  D 双向电表     E 电网



彩钢瓦屋顶平铺 水泥屋顶带倾角

2-2适用于各种屋顶



15

2-3-1、国家力挺，政策支持

2013年起,国家发改委对分布式光伏电站按照发电量进行补贴，每度

补贴0.42元。随后各地方也陆续出台了地方补贴标准，鼓励分布式

光伏电站系统的发展。

截至2016年底，

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GW
累计装机容量77.42GW
其中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10.32GW

分布式电站 10.32GW

地面电站 67.1GW

2-3为什么要建分布式光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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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政策的引导，光伏企业技术的创新，系统和城市建筑完美

的结合，分布式光伏将成为未来光伏行业发展的“风口”，是国家

大力支持的重点行业。

2017年，是分布式光伏发展的分水岭。以后，随着我国光伏装机总

量的增长，国家补贴政策将逐年递减，上网电价也将逐步下调。因

此，必须紧抓政策机遇，抢在“价值峰顶”投资分布式光伏。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工业园区的屋顶已经安装分布式光伏系统，例

如大名羽祥6MW项目每天发电三万五千度以上，收益超过四万！是

企业投资的最佳选择！

2-3-2、光伏行业的发展新“风口”



国内目前工业用电平均电价是0.83元每度，峰时电价最高达1.1元每
度，这对企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企业安装的分布式光伏每多
发一度电，企业就少买一度电。从此不再怕“电老虎”！

2-3-3、自己发电自己用，降低高能耗



2-3-4、给屋顶多一层保护

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系统：

1、有效减少阳光直射

2、有效减少雨水侵蚀

3、增加屋顶的使用寿命

4、夏天可作为隔热层

5、冬天可作为保温层

6、有效保持室温



分布式光伏发电全过程零排放，

对环境零污染，属于绿色能源。

国家启动碳排放交易，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企业可以通过安装分布式光伏，获取碳排放指标
该指标可以抵扣企业自身的碳排放，

也可通过交易获取额外收入

2-3-5、帮企业获得碳排放指标



2-3-6 塑造企业绿色、环保、低碳的社会形象

当前，政府和社会要求企业进行绿色、可持续发
展。安装分布式光伏，可以在政府和社会面前塑
造绿色、环保、低碳的健康企业形象。帮助企业
可持续发展。

每年减少
3.31吨

每年减少
866.48吨

年均发电量
110.24万度

每年节约
352.77吨

1MW
光伏系统

二氧化碳

粉尘 标准煤

发电



投资收益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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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资收益模式

自发自用
余额上网 全额上网

电站所发电量优先供给自己
使用，多余电量并入电网

电站所发电量全部出售给国家电网，自
己用电从国家电网购买。



3-2 光伏收益方式多，政策支持力度大

政府补贴省电节能售电收益

在全额上网模式下，
通过并网可以将发
出的电量出售给国
家电网，国家电网
将以当地标杆电价
进行收购。

在自发自用，余额上网
模式下。安装光伏发电
可以自发自用，平抑高
电价，降低企业的用电
成本。

国家给予安装光伏的
企业度电补贴0.42
元/度。各地方政府
也有不同程度的补贴。

碳排放交易

企业获得碳排放指标，
参与碳排放交易，从
中获取收益。



3-3 回本周期4-6年，持续稳定收益25年

投资房地产，泡沫大

房价涨幅无序，房地产
“泡沫”有增无减

存入银行，利息低

结合2017年最新的银行
存款利息，年利率最高
为2.75，最低的仅为
0.35；

投资股市， 风险
高

股市起伏，国内市场不成
熟，牛短熊长，投资须谨
慎；

天使投资，风险大

投资无担保，高风险

综合分析各类投资机会，投资分布式光伏，回收期短，收益率高，无风险，年均收益率为
15%-25%，3-5年回本，稳定收益25年。



3-4 投资少，收益高

投入：一次性投资（设备材料费用+安装并网费用）

收益：自发自用节省的电费+并网售出的电费+国家补贴+地方补贴

自发自用
部分电费

上网出售
部分电费 国家补贴 地方补贴

安装分布
式光伏的

收益



3-5  投资收益分析

以陕西省某工业 / 商业的企业用户500KW项目投资收益为例：

投入组成：

项目投资
360万元

西安市一
次性补贴
50万元

陕西省一
次性补贴
50万元

实际投资
260万元



3-5 投资收益分析

发电量：

首年发
电量

20年累计
发电量

备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以项目实测为准。



3-5 投资收益分析

收益组成：

自发
自用

因使用光伏所发的电的部分而节省的电费
（包括国家补贴0.42元/度+各地方补贴）+
余额上网部分的补贴（包括各地燃煤机组标
杆上网价+国家补贴0.42元/度+各地方补贴）

并网
出售

国家光伏标杆上网电价0.65-0.85元/度+各
地方补贴



3-6-1、在自发自用，全额自用情况下:

自发自用所占比例为100%

首年收益为：153，75万元
20年累计收益为：2930万元。
年均收益为：146.5万元
总利润为1672万元
年收益率为18.97%
回本期约为4.5年

总利润
1672万元

年均收益
146.5万元

回本期

4.5年

年收益率
18.97%

首年收益
153.75万元

20年累计收益
2930万元

备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以项目实测为准。

3-6 投资收益分析案例

以河北省保定市工业 / 商业的企业用户1000KW项目投资收益为
例：



3-6-2、在自发自用，部分余额上网的情况
下

假设用户自发自用所占比例为70%
上网额度所占比例为30%，

首年收益为144.23万元
20年累计收益为：2639.03万元
年平均收益为131.95万元
年收益率为16.23%
回本周期为5年
总利润为：1222.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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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投资收益案例

总利润
1222.67万元

年均收益
131.95万元

回本期

5年

年收益率
16.23%

首年收益
144.23万元

20年累计收益
2639.03万元

备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以项目实测为准。



3-6-3、在全额上网的情况下:

首年收益为：万元
20年累计收益为：2062.72万元
平均年收益为：103.14万元
年收益率为10.71%
回本期约为6.3年
总利润为806.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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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投资收益案例

总利润
806.67万元

年均收益
103.14万元

回本期

6.3年

年收益率
10.71%

首年收益
129.15万元

20年累计收益
2062.72万元

备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以项目实测为准。



案例介绍04



西安纺织集团8.8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

3-4 我们的项目案例

河北新正源3.8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



3-4 我们的项目案例

山东济宁塞瓦特动力2.99MW屋顶分布式项目 河南通许4.83MW屋顶分布式项目



广东硕贝德1.4MW分布式光伏项目

3-4 我们的项目案例

山东菏泽金正大6MW分布式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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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番禺奥迪威178.2KW分布式光伏项目 广东省云浮市宝利硫酸厂116.8kW分布式光伏项目

3-4 我们的项目案例



江苏雪村制冷4.91MW分布式项目

3-8我们的项目案例

陕西隆基股份研发大楼1MW分布式项目



企业优势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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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行业领先 领军品牌

隆基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晶硅光伏产品制

造商，隆基新能源是国内最大的光伏能源综合

服务提供商，国内业务网络覆盖国内各省、市、

县、乡镇，国外在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

区成立20多个分支机构。隆基新能源是目前国

内光伏行业开发屋顶分布式项目最多的企业，

品质行业领先，铸造领军品牌。

1.3GW，全球机构，项目最多



5-2 专业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5-3  高效单晶，收益保障

隆基新能源分布式光伏系统在行业率先采用300W的高容量单晶组件，

单位面积安装容量大，发电效率更高，相对于多晶，同样面积下单晶组

件装机量高7.7%，多发3%电量，组件转化效率最高可

达20%以上，时间证明30年仍可高效发电。



5-4  高品质、高标准

隆基新能源使用的是高品质隆基乐叶单晶高效组件，
在选择逆变器、支架、线缆及辅材时，均采用一线品
牌，确保系统高效稳定运行。

隆基新能源的施工团队均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及ISO系统认证，针对
客户形成“标准化”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施工过
程中遵循“三管、三控、一协调”制度，形成七级
质量保证体系、严格遵循60道工序进行施工、验收。

施工材料
高标准

施工工艺
高标准



5-5  差异化服务，品质承诺

为电站
购买保险

我们将为客户
的电站购买财
产保险、责任
保险及质量保
证保险，确保
客户的电站安
全收益。

 保电站
首年发电量

公司承诺客户，
首年发电量若低
于预期设计发电
量，差额发电量
由公司补贴。

高品质
运维服务

拥有丰富的屋
顶电站运维经
验，为客户提
供专业的运维
服务培训或代
运维服务。

专业的
售后服务

隆基新能源拥
有专业的售后
团队，旨在为
客户提供专业
可靠的售后服
务。



5-6 金融一站式服务平台



5-7  超长质保 安心保障

组件质保10年，
功率保证25年不
低于83.8% 逆变器质保5年

工程质保3年



5-8  7X24小时售后服务响应

在国内，公司业务及服务网络已形

成了以陕西、山东、河南、河北、

广东、山东、北京、江苏为核心点，

全面覆盖国内各省、市、县、乡镇

及相关地域的纵深服务格局，并通

过服务热线为您提供7*24小

时无间歇售后服务。



5-9  大数据智能监控

公司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能源增值与综合服务拓展平台，具备基于三级远程监控的能源数据获取与处

理能力，为您提供能源数据手机实时监控、总控室监控、公司平台监控等运维服务以

及售电、碳交易等多层次、多维度的附加服务。



隆基新能源以全球化的视野，

在全球范围内组合供应链，

将供应链系统延伸至整个世

界范围，迅速地了解客户需

求的同时，对供应商进行计

划、协调、操作、控制和优

化，以满足客户需求。

5-10 全球伙伴 实力见证

隆基新能源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技术合作伙伴

公司与新南威尔士大学

浙大国家硅材料实验室

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获得ＵＬ等

多项全球最具公信力的组件

认证认可，技术领先、品质

过硬。

5-10：全球伙伴 实力见证



      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  实力见证

5-10：全球伙伴 实力见证



全国产业园区合作 可持续发展

5-10 全球伙伴 实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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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企业荣誉

中华新能源“行业贡献奖”

全国新能源企业500强

全国新能源企业“发展潜力奖”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五十强企业”

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陕西百强企业

全国新能源企业500强“自主创新奖”



感谢观看！

地址：陕西省西安经济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B座11层

电话：029-81566686

传真：029-81566685

邮编：710110

网址：http://www.lerrisolar.com/

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