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地区/单位 项目业主
装机容量
（KW）

1
京东方恒通商务园区一期太阳能
屋顶并网电站示范工程

北京市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5.35

2 北京金源时代光伏发电项目 北京市 世纪金源集团 800

3
京东方恒通商务园区二期太阳能
屋顶并网电站示范工程

北京市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

4
昌平区中海阳用户侧并网光伏发
电项目

北京市 中海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00

5 京东方8代线厂房光伏发电项目 北京市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
北京京运通厂房屋顶光伏发电项
目

北京市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7 北京市污水处理厂光伏发电项目 北京市 北京市排水集团 5000

8
首都机场太阳能并网光伏发电项
目

北京市 首都机场公司 2000

9 北京市垃圾填埋场光伏发电项目 北京市 市环卫集团 5000

10
天津市汉沽区IT产业园渤海湾世
界商品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光伏发
电项目

天津市 第四方物流（天津）有限公司 10000

11
津能电池光伏屋顶并网示范电站
项目

天津市 天津市津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320

12
阿尔斯通水电设备(中国)有限公
司天津空港工业园联合厂房太阳
能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天津市 阿尔斯通水电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2000

13
天津滨海高新区渤龙湖并网聚光
光伏发电项目

天津市 天津海泰控股集团 1000

14 中北酒店太阳电池应用示范项目 天津市 天津中津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15
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水厂光伏发电
项目

天津市

16
中新天津生态城服务中心停车场
光伏发电项目

天津市

17
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园光伏发电
项目（一期）

天津市

18
中新天津生态城科技园光伏发电
项目

天津市

19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部高压走廊绿
地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天津市

20
中新天津生态城中部产业园光伏
发电项目（一期）

天津市

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目录

  一、用户侧并网发电项目

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5



21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部产业园光伏
发电项目（一期）

天津市

22
廊坊生态林畜场光伏发电示范电
站

河北省 廊坊新奥光伏集成有限公司 1000

23
河北华整实业有限公司光伏并网
项目

河北省 河北华整实业有限公司 1481.6

24
新奥集团清洁能源研发中心及配
套专家公寓光伏发电项目

河北省 廊坊新奥光伏集成有限公司 500

25 河北奥冠光伏电站 河北省 河北奥冠电源有限责任公司 360

26
邢台晶龙高效单晶硅光伏发电示
范项目

河北省 邢台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00

27
山西环保科技园屋顶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项目

山西省 太原中绿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461

28 通辽职业学院太阳光伏应用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城市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24

29
达拉特旗光伏发电金太阳示范项
目

内蒙古自治区 廊坊新奥房地产有限公司 308

30
内蒙古大陆多晶硅工厂屋顶太阳
能发电示范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大陆多晶硅太阳能产业集群有

限公司
1000

31
内蒙古神舟硅业产业基地用户侧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1137

32
通辽锦绣木业金太阳示范工程电
站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锦绣木业有限公司 1950

33 赤峰市元宝山区太阳能光伏发电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美科能源有限公司 2000

34 乌海蓝星光伏低压并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蓝星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2000

35
内蒙古日月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光伏金太阳示范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日月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00

36
内蒙古香岛生态农庄（园区）产
业化基地金太阳示范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香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00

37
地面光伏发电金太阳示范工程项
目

辽宁省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3000

38
阳光花苑屋顶光伏发电金太阳示
范工程项目

辽宁省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500

39 博阳光伏园太阳能并网电站项目 辽宁省 锦州博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3000

40 大连花园口经济区2MW光伏电站 大连市 大连花园口投资有限公司 2500

41
中科院大连旅顺科技创新园2MW并
网光伏发电项目

大连市 大连顺兴投资有限公司 2500

42
大连市旅顺农副产品物流基地1MW
光伏发电项目

大连市 大连世达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



43
鸡西新能源示范基地光伏发电项
目

黑龙江省 黑龙江绅港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22.08

44
闵行航天城BIPV光伏停车场示范
电站项目

上海市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2300

45
神舟新能源厂区光伏并网示范电
站项目

上海市 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420

46
川沙国际精工园并网光伏发电示
范工程

上海市 上海浦东川沙经济园区有限公司 1000

47
东华大学光电屋面构件建筑创能
应用示范项目

上海市 东华大学 300

48
正泰电气产业园屋顶光伏并网发
电示范项目

上海市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373

49
苏州工业园区东坊创意产业园金
太阳示范工程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东坊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
1000

50
响水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光伏发电
项目

江苏省 响水响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0

51
常熟理工东湖校区金太阳示范工
程

江苏省
常熟阿特斯光伏电子（常熟）有限公

司
1100

52
镇江丹徒薄膜太阳能设施农业一
体化并网发电示范项目

江苏省 江苏镇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100

53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光电建筑
应用工程项目

江苏省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1915.2

54 苏州国华并网光伏发电示范工程 江苏省 苏州国华科技有限公司 1500

55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光伏并网
发电示范项目

江苏省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2000

56
江阴爱康太阳能器材有限公司厂
房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江苏省 江阴爱康太阳能器材有限公司 1000

57 盐城东台滩涂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 赛维光伏科技工程盐城有限公司 2000

58 盐城大丰滩涂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 江苏瑞昱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0

59
嘉兴市残疾人自强创业园屋顶光
伏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69.9

60
宁波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光伏发
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宁波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 1000

61
绍兴环球用户侧光伏发电示范项
目

浙江省 浙江环球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500

62 群升集团综合楼金太阳示范工程 浙江省 群升集团有限公司 1500

63
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楼光伏发电
项目

浙江省 浙江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303.84



64
万向三号工业园钢结构厂房光伏
系统一期工程

浙江省 万向集团公司 2016

65
温州医学院（新校区）光伏发电
站示范项目

浙江省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650

66 杭州天裕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杭州天裕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300

67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一
期）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1500

68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光
电建筑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510

69
浙江矽昶绿色能源光电建筑一体
化光伏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62.6

70
温岭宝利特太阳能屋顶光伏电站
项目

浙江省 宝利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

71
龙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并网型光
电建筑一体化（BIPV）太阳能电
站示范项目

浙江省 龙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1500

72
公元太阳能建筑一体化（BIPV）
光伏电站

浙江省 浙江公元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

73
宁海日升塔山新厂光伏发电示范
项目

浙江省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公司 500

74 浙江慈能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浙江慈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500

75 浙江大学科技园太阳能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330

76
长兴县中钢集团屋顶光伏发电示
范项目

浙江省 浙江省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3

77
浙江中硅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
应用示范项目

浙江省 浙江中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00

78 宁波晶元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宁波晶元太阳能有限公司 1200

79
湖州市南浔区行政中心楼群并网
式太阳能屋顶光伏一体化发电项
目

浙江省 南浔城市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0

80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
项目

浙江省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0

81
嘉兴秀洲区政府行政中心屋顶光
伏发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浙江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2

82
浙江晶科阳光袁花大型光伏发电
项目（一期）

浙江省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1500

83
宁波高新区创业大道光伏发电示
范项目

浙江省 宁波太阳能电源有限公司 400



84 浙江辛迪集团光伏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300

85 浙大桑尼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 浙江省 杭州浙大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0

86 浙江精功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

87 宁海县第一医院发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0

88
中节能(嘉兴)产业园屋顶光伏发
电项目

浙江省 浙江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94.94

89
500千瓦用户侧光伏并网发电示范
项目

浙江省 浙江环球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00

90 千禧工贸综合楼金太阳示范工程 浙江省 浙江千禧工贸有限公司 300

91 合肥蜀山自主创新产业基地 安徽省 合肥蜀山高科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600

92 安徽颐和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安徽省 颐和银丰实业有限公司 1000

93
芜湖升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光伏
并网发电站

安徽省 芜湖升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48

94
合肥市双凤开发区荣事达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 合肥市荣事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604.8

95
合肥阳光电源三期厂房并网光伏
示范项目

安徽省 合肥阳光电源有限公司 650

96
蚌埠杨台子污水处理厂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

安徽省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

97 巢湖市居巢区并网发电示范工程 安徽省 巢湖市泰阳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500

98 铜陵中海阳并网太阳能光伏电站 安徽省 铜陵中海阳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0

99
安徽鸿润太阳能光伏并网示范电
站工程

安徽省 安徽鸿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00
安徽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并网
发电示范项目

安徽省 安徽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1
黄山善孚太阳能光伏并网示范电
站

安徽省 黄山市善孚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2 怀宁县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项目 安徽省 怀宁新县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00

103 安徽中科永阳光伏发电项目 安徽省 安徽中科太阳能有限公司 1000

104
芜湖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公司并
网发电站

安徽省 芜湖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公司 1000



105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维修中心五期
扩建（B机库）并网光伏建筑一体
化发电工程

福建省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1200

106
厦门市同安轻工食品工业园光伏
科技示范应用项目

福建省 厦门多科莫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270

107
福建省立兴食品有限公司并网发
电项目

福建省 福建立兴食品有限公司 800

108 福建海西光伏发电系统 福建省 福建省泉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09
泉州惠安绿谷台商高科技产业基
地金太阳示范电厂

福建省 泉州市长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10
晋江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城市
展馆并网光伏发电示范工程项目

福建省 金奖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406.26

111 连城并网光伏电站一期建设项目 福建省
中海阳（北京）新能源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3000

112
聚光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示范工
程

福建省 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13
南昌瑶湖生产基地厂房屋顶太阳
能光伏并网电站示范项目

江西省 江西赛维BEST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3000

114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光伏建筑应用
示范项目

江西省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3000

115
上饶师范学院光伏建筑应用示范
项目

江西省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3000

116
江西天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厂房
屋顶光伏电站

江西省 江西天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0

117
九江市外国语学校并网光伏发电
项目

江西省 江西塞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403

118
九江市第四中学并网光伏发电项
目

江西省 江西塞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312

119
九江市富和建公司并网光伏发电
项目

江西省 江西塞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3000

120
九江市旭阳雷迪公司并网光伏发
电项目

江西省 江西塞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1089

121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光伏并网
示范应用工程

江西省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500

122
景德镇市政府大楼光伏并网示范
应用工程

江西省 景德镇市政府办公室 300

123
景德镇陶瓷学院新校区光伏并网
示范应用工程

江西省 景德镇陶瓷学院 1800

124
新余市渝水区大型并网光伏发电
项目

江西省 江西瑞晶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590



125
仰天岗应星安置小区太阳能屋顶
项目

江西省 新余市新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00

126
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漳村太阳能
并网发电系统应用示范项目

江西省 江西中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00

127 三角集团光伏示范电站工程 山东省 三角集团 3000

128 华艺集团太阳能BIPV电站 山东省 山东华艺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29
力诺科技园光伏发电抗衰减示范
项目

山东省 山东力诺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30 威海蓝星光伏发电项目 山东省 威海蓝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31 文登南海光伏电站光伏项目 山东省 文登南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32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禹城太阳
能光伏发电示范工程

山东省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1000

133
郑州节能孵化中心金太阳示范工
程

河南省 河南科达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501.76

134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金太阳示范
工程

河南省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528.64

135
驻马店东高国际花园商场金太阳
示范工程

河南省 驻马店新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1.92

136
锯齿厂房金太阳光伏用户侧并网
发电示范项目（一期工程）

河南省 周口市鑫达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2000

137
中原保险大厦河南财专教职工住
宅楼太阳能并网发电项目

河南省 河南福家置业有限公司 610.9

138
郑州颐和医院屋顶太阳能光电建
筑并网发电项目

河南省 河南阿格斯新能源有限公司 525

139
安阳滑县凤凰产业园内光伏发电
项目

河南省 安阳市凤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500

140
郏县第二人民医院新建病房楼金
太阳示范工程

河南省 郏县第二人民医院 553

141
洛阳师范学院太阳能光电建筑应
用

河南省 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1100

142
洛阳市北方玻璃太阳能光电建筑
应用

河南省 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771

143
南阳新能源产业集聚区聚光光伏
发电站

河南省 南阳鑫众投资有限公司 300

144
河南重工集团厂房金太阳示范工
程（一期工程）

河南省 河南重工集团 2000



145
河南财经学院金太阳示范（一
期）工程

河南省 河南财经学院 1003.52

146 慧城商场金太阳示范工程 河南省 河南省万丰置业有限公司 304.64

147
河南新能仓库屋顶光伏并网电站
项目

河南省 河南新能光伏有限公司 307

148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建
筑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河南省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519.66

149
洛阳阿特斯厂区建筑太阳能光伏
发电示范项目

河南省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 444.4

150 洛阳会展中心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河南省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 395

151
郏县国有煤矿采煤塌陷区农村居
民危房改造试点安置社区一期金
太阳工程

河南省 河南省外建置业有限公司 1000

152
宝丰县第二高级中学金太阳示范
工程项目

河南省 河南省宝丰县第二高级中学 403.2

153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金太阳示范工程

河南省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483.8

154
郑州四棉屋顶太阳能光电建筑并
网发电项目

河南省 河南阿格斯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

155
上海超日（洛阳）自建侧并网光
伏电站

河南省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350

156
洛阳新区图书馆光伏发电示范项
目

河南省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 752.4

157 洛阳机场二期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河南省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 300.3

158 白马小学光伏电站 河南省 炘源晶光伏科技（洛阳）有限公司 300

159 林州中升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河南省 林州市中升半导体硅材料有限公司 500

160
河南新能光伏有限公司北关区韩
陵工业园区并网光伏电项目

河南省 河南新能光伏有限公司 1000

161 朝歌并网型太阳电站项目 河南省 河南朝歌日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

162
河南省风电产业园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

河南省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325

163
平顶山第二人民医院金太阳示范
工程项目

河南省 平顶山第二人民医院 309.12



164
河南省汝州骨科医院太阳能并网
发电工程项目

河南省 汝州市骨伤科医院 300

165
武汉火车站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
项目

湖北省 中国节能投资公司 2200

166
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湖北省 武汉日新科技有限公司 800

167
黄金山工业新区太阳能光伏并网
发电项目

湖北省 湖北黄金山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 4000

168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公司科技园并
网光伏发电工程

湖北省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69 永盛工业园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湖北省 武汉永盛食品有限公司 1500

170
湖北工业大学太阳能光伏并网发
电系统

湖北省 湖北工业大学 1000

171
柏泉农场用户侧并网光伏发电工
程

湖北省 珈伟太阳能（武汉）有限公司 2500

172
大悟硅光电工业园太阳能光伏发
电工程

湖北省 大悟硅光电工业园有限公司 300

173
松滋市滨江花园屋顶侧并网光伏
发电

湖北省 松滋市金松房地产有限公司 500

174
枝江酒业太阳能屋顶光伏发电项
目

湖北省 湖北招友科技枝江分公司 500

175
宜昌十里铺工业园区并网光伏发
电站

湖北省
宜都市鑫鸿华太阳能有限公司,宜都市

鑫圣陶瓷有限公司
500

176 麓谷科技园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湖南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

所
12820

177 黄花机场光伏发电系统 湖南省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78 用户侧并网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湖南省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848.98

179
旭宁（韶山）新能源产业基地光
伏发电项目

湖南省 旭宁（韶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90

180 湖南邵阳联都国际BIPV光伏工程 湖南省 邵阳市联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70.1

181
湖南恒慧食品有限公司光伏发电
项目

湖南省 湖南恒慧食品有限公司 1000

182 华源太阳能光伏并网电站 湖南省 湖南华源线缆电器有限公司 600



183
BOBO新外滩非晶硅光伏并网发电
系统

湖南省 长沙金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

184
长沙太阳星城太阳能光伏并网发
电项目

湖南省 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304.72

185 衡阳光伏发电示范工程 湖南省 湖南俊虹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86
广东河源光伏并网发电综合农业
应用金太阳示范项目

广东省
广东国华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广东中

兴绿丰发展有限公司
8100

187
五星公司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
范项目

广东省 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82.2

188
南海瀚天科技电子城A区光伏发电
应用示范项目

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500

189
广东粤电华南理工大学光伏发电
并网电站项目

广东省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3000

190
金刚玻璃科技公司太阳能光电建
筑一体化发电工程项目

广东省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191
光大环保杜邦太阳能光伏发电示
范项目

深圳市 光大环保工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300

192 比亚迪光伏发电站项目 深圳市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000

193 沃尔玛香蜜湖店金太阳示范项目 深圳市 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 404.8

194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并网光伏发
电示范工程

深圳市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300

195
深圳国家电子技术工业试验中心
并网光伏发电示范工程

深圳市 深圳国家电子技术工业试验中心 300

196
深圳南玻工业园并网光伏发电工
程示范项目

深圳市 深圳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0.24

197
深圳福田区校园太阳能光伏并网
发电示范项目

深圳市 深圳美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

198 科士达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深圳市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199
宝龙工业城高新片区东、西生活
区和工业厂区建筑屋顶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高新片区光

伏建筑一体化工程
3000

200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
技南路中兴通讯公司厂房及办公
用房屋顶

深圳市
中兴通讯科技园（1.5MW)屋顶太阳能

光伏电站项目
1500

201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丽水路深圳
大学城北大小区房屋外墙与屋顶

深圳市
深圳大学城北大深圳研究生太阳能光

伏与建筑一体化项目
672.72



202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1号 深圳市 深圳会展中心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2500

203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屋顶太阳能并
网发电系统示范工程项目

四川省 江苏中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311.58

204
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新区光电建筑
应用示范项目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 2031.16

205
昆明市市级行政中心屋顶太阳能
光伏电站项目

云南省 昆明新都投资有限公司 1203.6

206
昆钢重装集团龙港产业基地光伏
发电并网工程

云南省 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1200

207
大理畅源光电能源有限公司用户
侧并网非晶硅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云南省 大理源畅光电能源有限公司 2000

208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实验研究基地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

云南省 云南省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0.8

209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伏建筑项
目

陕西省 碧辟普瑞太阳能有限公司 1147.5

210
应用材料西安光伏发电系统项目
（一期）

陕西省 应用材料（西安）有限公司 350

211 大明宫光伏发电项目 陕西省 碧辟普瑞太阳能有限公司 1000

212 火车北站光伏项目 陕西省 碧辟普瑞太阳能有限公司 800

213 咸阳机场光伏项目 陕西省 碧辟普瑞太阳能有限公司 500

214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用户侧并网发
电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
区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

215
青海华硅能源有限公司光伏并网
发电示范项目

青海省 青海华硅能源有限公司 300

216
青海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光伏
并网发电示范项目

青海省
西宁市农商投资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

司
430

217
新疆众合股份有限公司用户侧并
网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新疆众合股份有限公司 305.83

218
特变新疆硅业有限公司用户侧并
网光伏电站示范工程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 1000

219
特变电工工业园用户侧并网光伏
发电示范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866.36

220
西藏自治区自然科学博物馆兆瓦
级光伏示范电站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能源研究示范中心 1000

221
农十三师工业园区光伏并网发电
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 3000



222 机场营房光伏电站（10座） 总后勤部 基建营房部 8800

1 户用风光互补供电系统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

2 户用风光互补供电系统 内蒙古自治区 蒙东电力有限公司 438

3
温州市平阳县南麂岛光伏离网发
电示范项目

浙江省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4 河南省户户通电工程 河南省 河南省电力公司 800

5
郴州市偏远无电户地区全永磁悬
浮风光互补独立电源系统示范工
程

湖南省 湖南省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292

6
怀化市偏远无电户全永磁悬浮风
光互补独立电源系统示范工程

湖南省 湖南怀化市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79

7
陕西安塞县金太阳示范工程（一
期）

陕西省 安塞县政府 714

8 陇西县金太阳示范工程（一期） 甘肃省 陇西县政府 749.25

9
青海省玉树州水光互补微网发电
示范项目

青海省
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00

10
青海省玉树州无电地区独立光伏
发电示范项目

青海省 青海省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3460

11
青海省无电地区户用光伏发电示
范项目

青海省 青海省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2 若羌县若羌镇独立光伏电站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若羌县电力公司 500

13 拉萨村村通电工程 西藏自治区
西藏新能源电力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1729

14 阿里地区村村通电工程 西藏自治区
西藏新能源电力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2056

15 那曲地区村村通电工程 西藏自治区
西藏新能源电力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8508

16 日喀则地区村村通电工程 西藏自治区
西藏新能源电力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4761

17 山南地区村村通电工程 西藏自治区
西藏新能源电力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1945

18 哨所独立光伏发电系统（10座） 总后勤部 基建营房部 5000

1 定州光伏屋顶并网发电项目 河北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10000

 二、无电地区光伏发电项目

  三、大型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2 国电围场光伏发电项目 河北 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 5000

3 右玉县小五台光伏发电一期工程 山西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 10000

4 平鲁区阻虎光伏发电一期工程 山西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 5000

5
新荣区小窑山村光伏发电一期工
程

山西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000

6
国电电力阿拉善左旗光伏并网电
站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
国电电力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分

公司
5000

7 巴彦花2MW光伏发电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英利能源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5000

8
地面光伏并网发电金太阳示范工
程项目

辽宁省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10000

9 双辽光伏并网示范发电项目 吉林省 吉林庆达新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 洮南金匮太阳能光伏电站 吉林省 洮南金匮光电有限公司 5000

11 通榆光伏并网电站 吉林省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2 吉林通榆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吉林省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5000

13 宁安太阳能电站项目 黑龙江省 黑龙江金跃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4
黑河市薄膜太阳能设施农业一体
化并网发电示范工程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东方绿洲光伏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10000

15 东营光伏并网电站工程 山东省 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 7000

16
济宁薄膜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示范
工程

山东省 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

17 临高县光伏并网示范工程 海南省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20000

18
攀枝花市盐边县太阳能光伏电站
项目

四川省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10000

19
大理源畅光电能源有限公司大功
山大型并网非晶硅光伏发电站示
范项目一期工程

云南省 大理源畅光电能源有限公司 6000

20
云南裕昆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楚
雄光伏发电项目

云南省 云南裕昆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6000

21 商洛比亚迪榆林光伏发电站 陕西省 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5000

22
国电靖边九里滩太阳能光伏发电
场（一期）

陕西省 中国国电集团 5000

23 蒲城光伏电站项目 陕西省
陕西拓日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4 华电靖边太阳能发电项目 陕西省 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 5000



25
金塔红柳洼强生非晶硅薄膜电池
光伏并网发电示范项目

甘肃省 江苏南通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0

26
金塔红柳洼国电电力光伏并网发
电示范项目

甘肃省 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10000

27
国电宁夏红寺堡光伏并网发电项
目

宁夏回族自治
区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0000

28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光伏并网发
电项目

青海省
西宁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青海世全

物质集团有限公司
5000

29
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出口光伏并网
发电示范项目

青海省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5000

30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光伏并网发
电项目

青海省
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晶澳
（扬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0

31
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并网光伏
发电示范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新疆裕天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32
新疆乌鲁木齐市甘泉堡并网光伏
发电示范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新疆太阳能科技开发公司 10000

33 石河子市并网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二一团/新
疆裕天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34 风光储输示范项目 国家电网公司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35 国家风电研究检测中心试验项目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