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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政策月报

为便于行业查阅、及时了解2023年政策出台情况，协会秘书处对2023年光伏行业

相关政策进行梳理汇总并于每月初定期发布。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23年2月全国共发布15项光伏相关政策，其

中，国家政策3项，地方政策12项。

国家政策层面：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出台相关政策，主要涉及加

快“光储充放”一体化试点应用、完善产品设备能效和淘汰标准,推动智能光伏技术进

步和行业应用等。

地方政策层面：河南省、陕西省以及长沙市、益阳市发布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河南省提出到2025年，光伏发电并网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

陕西省提出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8000万千瓦以上。

本月报收录的光伏行业相关政策，仅按政策发布时间进行了排序，不代表重要性

次序。

由于时间仓促，尚有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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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日

发布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能源局

国家邮政局

主要内容：促进新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智能有序充电、大功率充电、自动充电、快速换电等新型充换电技

术应用，加快“光储充放”一体化试点应用。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路径，完善储放绿

色电力交易机制，加大智慧出行、智能绿色物流体系建设，促进智能网联、车网融合等新技术应用，加快

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等领域融合发展。

1.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
通知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3日

发布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 国务院国资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

主要内容：完善产品设备能效和淘汰标准。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按照“就高不就低”

的原则，加强与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的衔接协调，合理设置能效强制

性国家标准各级指标。加快填补风电、光伏等领域发电效率标准和老旧设备淘汰标准空白，为新型产品

设备更新改造提供技术依据。完善产品设备工艺技术、生产制造、检验检测、认证评价等配套标准。拓

展能效标识和节能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等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范围。严格落实并适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逐步完善落后产品设备淘汰要求。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 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

改造的指导意见

来源：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02/t20230224_1349405.html

来源：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2/03/content_5739955.htm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3日

发布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能源局

主要内容：经省级有关部门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43家提供先进、成熟的智能产品、服务、

系统平台或整体解决方案的智能光伏示范企业，54个融合运用5G通信、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光伏示范项目进入名单。

3.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公布了第三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名单

来源：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gg/art/2023/art_42f53ccec6d448e1b64d04ee38913c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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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层面】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日

发布单位：焦作市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规划提出，推动太阳能高效利用。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和产业化发展，探索光伏发电与制

氢、充电设施等新兴领域高效融合。鼓励各县（市、区）利用党政机关、学校等建筑屋顶发展分布式光

伏发电，打造一批“阳光机关、阳光校园”光伏示范项目。结合采煤沉陷区治理和北部矿山治理，推动

矿山修复光伏+治理项目；统筹采煤沉陷区治理及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的太阳能资源，建设一批智能化集

中式光伏电站。力争到2025年光伏发电并网容量累计达到150万千瓦以上。

1.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
划的通知

来源：
http://www.jiaozuo.gov.cn/sitesources/jiaozuo/page_pc/zwgk/szfxxgk/zfwk/szfbwj/article48d22eacd3d34733b44

发布时间：2023年2月6日

发布单位：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方案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升级和特色应用，鼓励利用大中型城市屋

顶资源和开发区、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大型公共建筑屋顶等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推进登封、商城等整

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建设，结合采煤沉陷区、石漠化、油井矿山废弃地治理等，建设一批高

标准“光伏+”基地，到2025年，光伏发电并网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

来源： https://www.henan.gov.cn/2023/02-06/2683841.html

2.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发布时间：2023年2月6日

发布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要内容：通知指出，深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应用，鼓励既有建筑加装可

再生能源应用系统。探索建设一批“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光储直柔”试点项目。到2025年，新建

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积极推动清洁取暖，因地制宜推行热泵、生物质

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低碳供暖技术，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力争达到8%。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源： http://www.xinjiang.gov.cn/xinjiang/qtwj/202302/8621dc3d552441389a94e59c43ef520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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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层面】

发布时间：2023年2月7日

发布单位：山东省能源局

主要内容：通知指出，全面启动鲁西南采煤沉陷区“光伏+”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创新采煤塌陷地产业治

理新模式，加快打造生态修复、产业融合的“光伏+”基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工济宁时代永福、

菏泽中鲁等项目，建成华电肥城、华能嘉祥等项目。到2023年底，基地在运在建光伏发电装机达到300万

千瓦以上。探索海上光伏基地开发。推进海上光伏基础性、前瞻性关键技术创新，在全国率先探索海上

光伏规模化开发，开工中广核烟台招远HG30、山东发展投威海文登HG32等首批桩基固定式项目，规模150

万千瓦。深入推进国电投半岛南3号等漂浮式项目研究论证，创建海上光伏实证基地。积极探索“海上光

伏+”综合利用，推动海上光伏、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融合发展。

4.山东省能源局关于印发2023年全省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来源： http://nyj.shandong.gov.cn/art/2023/2/7/art_100400_10296053.html

发布时间：2023年2月13日

发布单位：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规划要求，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光照资源等优势，统筹推进光伏发电项

目。加快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重点推进双辽华灿15兆瓦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二期、吉林省天合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30兆瓦牧光互补光伏发电等项目；因地制宜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实施一批中小企

业自发自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重点推进双辽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打造成为国家

级试点。到2025年，全市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60万千瓦，地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92万千瓦。

5.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平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来源： http://xxgk.siping.gov.cn/szf_4966/zfxxgkml/202302/t20230213_653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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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年2月22日

发布单位：郑州市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通知指出，引导园区加快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多元储能、余热余压利用、智慧能源管

理等一体化系统开发运行，促进就近大规模、高比例消纳可再生能源。鼓励有条件的园区实施综合能源

改造，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管理平台，开展园区能源利用状况评估，提高园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以省级

开发区为重点实施循环化改造，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统筹协调公共机构

建筑屋顶资源，大力推进屋顶光伏发电建设，做到能装尽装，优先支持党政机关、校园、医院先行先试，

打造示范效应，原则上公共机构新建建筑符合光伏安装条件的屋顶面积实现光伏覆盖率应达100％

8.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来源： https://public.zhengzhou.gov.cn/D0104X/6933913.jhtml

发布时间：2023年2月15日

发布单位：长沙市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方案》提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按照“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宜建尽建、创新利用”

的总体思路，推动全市光伏、风电、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

并举，支持采用农光互补、水光互补、光伏+尾矿治理等方式，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到2025年，全市新能

源装机规模增加至120万千瓦。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力争达到300万千瓦以上。

6.长沙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长沙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源：http://www.changsha.gov.cn/zfxxgk/zfwjk/srmzf/202302/t20230216_10995466.html

发布时间：2023年2月17日

发布单位：陕西省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方案指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全面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大规模

开发利用，持续推进陕北地区风光发电基地化建设，大力推动关中负荷中心地区风光资源规模化开发建设，

稳步扩大陕南地区风光发电规模，重点推进神木府谷外送、陕武直流、渭南3个大型风光发电基地项目和

26个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县项目建设。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8000万千瓦以上。

7.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源:  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zcwj/nszfwj/szf/202302/t20230217_2275234.html

【省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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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陕西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

通知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3日

发布单位：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主要内容：通知指出，推动太阳能光伏、新型储能电池、重点终端应用、关键信息技术产品协同创新。

加快基础材料、关键设备升级，提高光伏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水平。支持低成本、高效率光伏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落实储能电池等行业规范条件、综合标准体系。加快提高多晶硅电池及组件生产

工艺及技术水平，优化太阳能光伏发电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做大光伏玻璃、光伏设备等配套产品。加

强智能光伏关键技术创新，加快先进太阳能电池及部件智能制造，实施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并开

展示范。支持低成本、高效率光伏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推进退役风电机组及叶片、光伏组件、动力

电池等循环利用，支持建设一批集规范回收、分选拆解、再制造及高值资源化利用于一体的示范项目。

来源： http://gxt.shaanxi.gov.cn/tzgg/87705.jhtml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2日

发布单位：益阳市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方案》提到，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支持负荷中心和周边地

区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建设，鼓励分布式光伏与建筑、园区、储能、微电网等融合开发。坚持集中

式与分布式并举，在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禀赋较好、具备建设条件的安化县、桃江县、沅江市、南县、大

通湖区等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积极发展渔光互补等集中式光伏，推进南县全国

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建设。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以上。

9.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益阳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源： http://yiyang.gov.cn/yiyang/2/78/96/content_1724831.html

【省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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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年2月24日

发布单位：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主要内容：《方案》提到，打造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快N型

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TOPCon）、异质结（HJT）、钙钛矿电池及高效薄膜电池的研发和产业化，突破主

轴承、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控制系统、高压直流海底电缆等核心技术和部件，推进海上风电

机组规模化应用，推动近海风电规模化基地建设和远海风电示范推广。

11.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来源：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3/2/24/art_84418_10766860.html

【省市层面】

12.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方案》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7日

发布单位：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内容：方案提出，积极支持新能源建设。积极推进风电、分布式光伏、生物质天然气等新能源建设，

进一步提高太阳能、风能发电占比。推动光伏利用与建筑一体化发展，推进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

鼓励有条件的园区、厂区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绿色循环经济。推

进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型废弃物循环利用。

来源： https://sthjt.henan.gov.cn/2023/02-27/2696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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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A 部分行业研究工作

1月

2月

1月13日 参加能源局科技司组织的第四季度科技会商会议

1月13日 参加“光伏发电项目火灾防治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启动会

1月28日 向商务部服贸司反馈关于《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修订意见

2月7日 参加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组织的行业情况交流会

2月10日
参加世行项目《风电机组和光伏组件退役回收处理产业化发展及政策研究》
项目启动会

2月10日 参加由能源局组织的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建设月度形势分析会

2月14日 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能源政策研究室组织的逆变器核心元器件情况交流会

2月15日
参加由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组织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现代能源体系
的构建目标、路径和布局研究”项目启动会

2月15日 参加工信部电子司一季度经济运行座谈会

2月22日 参加“光伏+治沙”项目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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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中 国 光 伏 行 业 协 会 中 国 光 伏 行 业 协 会 （ 英 文 名 称 为 ： CHINA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SOCIATION,缩写为CPIA）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一级协会。会员单位主要由从事光伏产品、设备、相关辅配料

（件）及光伏产品应用的研究、开发、制造、教学、检测、认证、标准化、服务的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自愿组成，是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目前协会会员数量620家。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宗冒是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和光伏行

业整体利益，加强行业自律，保障行业公平竞争；完善标准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推动技术交流与合作，提升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开展各项活动为企业、行业和政府服务；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组织行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统筹应对贸易争端。

联系人：吴迪 010-68207604/1860107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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