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发电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一、北京市 

生物质能 

1 
华泰润达节能公司海淀六里屯生活垃圾填埋

场沼气二期 1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北京华泰润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2 

2 
绿赛克环保科技开发公司朝阳区高安屯填埋

场填埋气 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北京绿赛克环保科技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5 

二、天津市 

生物质能 

1 
天津朗顿绿能公司北辰双口 2#机组填埋沼气

1.03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天津朗顿绿能环境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1.03 

2 
晨兴力克天津北辰青光生活垃圾焚烧12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天津市晨兴力克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2 

三、山西省 

风能 

1 
国电电力朔州右玉高家堡风电场三期 49.5MW

发电工程 

国电电力山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49.5 

2 
大唐新能源大同浑源密马鬃梁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浑源密马鬃梁新能源有限公

司 
49.5 

3 
大唐新能源大同浑源泽清岭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4 
大唐新能源忻州岢岚燕家村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5 
华润大同阳高长城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工

程 

华润新能源（大同阳高）风能有限

公司 
49.5 

6 
凯迪新能源运城平陆风口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平陆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9.5 

7 
华能忻州原平段家堡风电场二期49.5MW发电

工程 
华能原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8 
中广核朔州右玉杨千河铁山堡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中广核（右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9 
华润大同广灵月明山风电场二期49.5MW发电

工程 

华润新能源（大同圣泉）风能有限

公司 
49.5 

10 
国电朔州平鲁虎头山风电场二期49.5MW发电

工程 

国电朔州海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49.5 

11 
雁门关风力科技公司忻州代县风电场一期

48MW 发电工程 

山西雁门关风力发电科技有限公

司 
48 

12 
大唐新能源朔州朔城利民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新能源朔州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13 
国电忻州宁武谢家坪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国电洁能金科（山西）有限公司 49.5 

14 龙源忻州神池继阳山风电场 150MW 发电工程 山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50 

太阳能 15 协鑫大同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大同县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 

生物质能 

16 禾能长治秸秆直燃 1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山西禾能发电有限公司 15 

17 

鑫和晋中灵石生活垃圾焚烧 9MW 生物质发电

工程 
灵石县鑫和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

司 
9 

四、内蒙古自治区 

风能 

1 
国华锡林郭勒阿巴嘎旗辉腾梁风电场三期

49.5MW 发电工程 
国华（锡林郭勒）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 
中节能乌兰察布兴和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中节能（内蒙古）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3 
华电乌兰察布察右前旗玫瑰营风电场二期

200MW 发电工程 

内蒙古华电玫瑰营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200 

4 
龙源呼和浩特和林石门子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龙源内蒙古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5 
大唐兴安盟突泉老爷岭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大唐突泉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9.5 

6 
汇风新能源赤峰克什克腾旗乌套海南马宗山

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内蒙古汇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9.5 

7 
龙源乌兰察布兴和官村风电场49.5MW发电工

程 
龙源兴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8 
大唐新能源兴安盟科右中旗好腰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科右中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9 
大唐新能源兴安盟科右中旗奈曼铺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科右中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10 
国华爱依斯呼伦贝尔陈巴尔虎巴彦库仁风电

场 49.5MW 发电工程 

国华爱依斯(陈巴尔虎)风电有限

公司 
49.5 

11 
深能北方能源公司兴安盟科右中旗翰嘎利风

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深能北方（兴安盟）科右中旗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49.5 

12 
恒润新能源乌兰察布察右中旗大板梁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内蒙古恒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5 

13 
深能北方能源公司兴安盟科右前旗额尔敦风

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深能北方（兴安盟）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49.5 

太阳能 

14 
国电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并网光伏二期 60MWp

发电工程 
国电四子王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60 

15 
中电投包头达茂旗百灵庙巴音敖包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中电投达茂旗新能源发电有限公

司 
20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16 
神舟光伏电力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包尔盖农场

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巴彦淖尔市农垦神舟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 
20 

17 
国电赤峰松山大于营风光同场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风电公司 
20 

18 
国电电力阿拉善左旗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

电工程 

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阿左旗分

公司 
20 

19 
中电投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川井风光同场并

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中电投乌拉特中旗新能源发电有

限公司 
20 

20 
大有光能源呼和浩特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

程 
内蒙古大有光能源有限公司 30 

五、辽宁省 

风能 

1 
龙源雄亚沈阳康平西关风电场49.5MW发电工

程 
沈阳龙源雄亚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2 
龙源雄亚沈阳康平方家风电场49.5MW发电工

程 
沈阳龙源雄亚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3 华能铁岭昌图大兴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华能铁岭大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4 
国电和风锦州北镇架子山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北镇

分公司 
49.5 

5 华能铁岭昌图太平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华能昌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6 
全一新能源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石风电场

30MW 发电工程 

锦州市全一新能源风电有限责任

公司 
30 

7 龙源沈阳康平沙金台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龙源康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8 
中水建朝阳北票王子山风电场49.5MW发电工

程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朝阳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49.5 

9 华能营口盖州青石岭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华能盖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0 
协合万家朝阳建平营子风电场49.5MW发电工

程 
朝阳协合万家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1 
大唐韩电新能源朝阳北票小塔子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大唐韩电（朝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48 

12 龙源朝阳北票桃花山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辽宁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3 龙源朝阳双塔梨树沟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辽宁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4 
中广核大连瓦房店大北山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中广核大北山（瓦房店）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49.5 

15 
华润新能源朝阳北票向阳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华润新能源（北票）风能有限公司 49.5 

16 
三峡新能源铁岭开原威远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三峡新能源开原风电有限公司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17 华源沈阳康平朝阳堡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康平华源风电有限公司 49.5 

18 
中电投东北新能源朝阳建平哈拉道口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中电投东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49.5 

太阳能 19 辽能朝阳北票并网光伏 10.26MWp 发电工程 
辽宁能源（北票）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10.26 

生物质能 

20 
泰达环保大连甘井子城市中心区生活垃圾焚

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4 

21 
阿兹亚再生能源沈阳苏家屯老虎冲垃圾填埋

沼气二期 1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阿兹亚再生能源（沈阳）有限公司 1 

22 
睿恒再生能源本溪平山千金岭生活垃圾填埋

沼气 1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本溪市睿恒再生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1 

六、吉林省 

风能 

1 
上海成瑞松原前郭查干湖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上海成瑞（吉林）公司 49.5 

2 
上海成瑞松原前郭青山头风电场30MW发电工

程 
上海成瑞（吉林）公司 30 

3 
润风能源白城大安海坨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大安润风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9.5 

4 
润风能源白城大安海坨风电场二期49.5MW发

电工程 
大安润风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9.5 

5 
中广核四平铁东山门风电场二期49.5MW发电

工程 
四平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6 
国华松原乾安腾字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工

程 
国华（乾安）风电有限公司 49.5 

7 
中广核白城大安来福风电场四期49.5MW发电

工程 
大安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生物质能 

8 国能长春德惠秸秆直燃30MW生物质发电工程 国能德惠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30 

9 
吉林双嘉环保能源生活垃圾焚烧30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吉林市双嘉环保能源利用有限公

司 
30 

10 
中科能源环保四平铁西生活垃圾焚烧24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四平中科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24 

七、黑龙江省 

风能 

1 
龙源哈尔滨通河岔林河风电场48.3MW发电工

程 
通河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3 

2 
华电佳木斯汤原（渠首）风电场 49.5MW 发电

工程 
华电汤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3 
华富风电公司哈尔滨依兰鸡冠山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哈尔滨依兰华富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4 中宇方正风电公司哈尔滨方正高楞风电场 黑龙江中宇方正风力发电有限公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49.5MW 发电工程 司 

5 
锐驰风电公司哈尔滨宾县大顶山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哈尔滨锐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49.5 

6 
大唐新能源鹤岗绥滨吉成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大唐绥滨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7 
伊春兴安岭风电公司带岭东山风电场 37.5MW

发电工程 
伊春兴安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37.5 

8 
中宇饶河风电公司双鸭山大顶子山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黑龙江中宇饶河风电投资有限公

司 
49.5 

9 中广核鸡西密山临河风电场49.8MW发电工程 密山临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8 

10 
中航龙腾风电公司齐齐哈尔龙江哈拉海风电

场 49.5MW 发电工程 
中航龙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1 
辰能方正风电公司哈尔滨方正胡铁岭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黑龙江辰能方正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12 
华电丰润七台河茄子河前峰风电场49.5MW发

电工程 
七台河丰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3 
中广核鸡西密山潘家店风电场49.8MW发电工

程 
密山潘家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8 

14 
中广核牡丹江宁安老爷岭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宁安老爷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生物质能 

15 
富来森能源科技公司大兴安岭塔河10MW生物

质发电工程 

大兴安岭富来森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10 

16 
黑龙江国创双鸭山饶河农垦八五九农场纯稻

壳直燃 1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黑龙江国创生物质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12 

17 
东北大自然粮油集团公司双鸭山友谊热电厂

稻壳直燃 6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黑龙江省东北大自然粮油集团有

限公司 
6 

18 
天湖米业公司鸡西密山农垦生物质热电联产

纯稻壳直燃 6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黑龙江省天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6 

19 
牡丹江农垦鑫能公司鸡西密山稻壳秸秆直燃

二期 1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鑫能热电有

限公司 
15 

八、上海市 

太阳能 1 
上海鲜花港公司浦东新区并网光伏 0.42MWp

发电工程 
上海鲜花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0.42 

生物质能 

2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公司老港生活垃圾填埋沼

气 1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5 

3 
上海金山环境再生能源公司金山永久生活垃

圾焚烧 1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上海金山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5 

4 

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公司老港再生能源利

用中心生活垃圾焚烧一期60MW生物质发电工

程 

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60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九、江苏省 

风能 

1 
龙源南通如东潮间带风电场示范工程增容项

目 50MW 发电工程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0 

2 国信南通如东东凌风电场二期48MW发电工程 江苏国信东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 

3 龙源大丰盐城大丰风电场二期80MW发电工程 龙源大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80 

4 
龙源淮安盱眙低风速示范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龙源盱眙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太阳能 

5 
华电盐城尚德东台并网光伏三期9.8MWp发电

工程 

华电尚德东台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9.8 

6 
江苏国信泗阳太阳能发电公司宿迁泗阳并网

光伏 4MWp 发电工程 

江苏国信泗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4 

7 
江苏旭源科技公司宿迁沭阳经济开发区并网

光伏 6MWp 发电工程 
江苏旭源科技有限公司 6 

8 汉能徐州邳州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程 汉能邳州市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30 

9 
沭阳新晖太阳能公司宿迁沭阳屋顶并网光伏

6MWp 发电工程 
沭阳新晖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6 

10 
中节能南京盱眙并网光伏一期 10MWp 发电工

程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盱眙有限公司 10 

11 
中节能淮安盱眙并网光伏二期 10MWp 发电工

程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盱眙有限公司 10 

12 
中电投盐城建湖并网光伏二期 10MWp 发电工

程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 

13 
中电投盐城建湖并网光伏三期 10MWp 发电工

程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 

14 中能环淮安淮阴并网光伏 9.8MWp 发电工程 淮安中能环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9.8 

生物质能 

15 
都市环保新能源盐城大丰秸秆直燃15MW生物

质发电工程 

都市环保新能源开发大丰有限公

司 
15 

16 
天楹环保能源南通海安生活垃圾焚烧（炉排

炉）7.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7.5 

17 
江苏森达热电集团盐城建湖秸秆直燃热电技

改项目 1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江苏森达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15 

十、浙江省 

风能 

1 中广核宁波象山珠山风电场 45MW 发电工程 
中广核（浙江象山）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45 

2 国电宁波宁海茶山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国电宁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生物质能 3 
绿色动力温州平阳生活垃圾焚烧12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平阳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2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4 
虎霸集团衢州江山竹木、木屑直燃 7.5MW 生

物质发电工程 

浙江虎霸集团江山石煤综合利用

热电有限公司 
7.5 

5 
春晖环保绍兴上虞秸秆、竹木直燃 12MW 生物

质发电工程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2 

6 
伟明环保金华永康生活垃圾焚烧15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永康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5 

7 
瑞威环保再生能源丽水生活垃圾焚烧 7.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瑞威环保再生能源(丽水)有限公

司 
7.5 

8 
绿色动力温州永嘉生活垃圾焚烧12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永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2 

9 
伟明环保台州玉环生活垃圾焚烧15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玉环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5 

10 
安吉旺能湖州安吉生活垃圾焚烧 4.5MW 生物

质发电工程 
安吉旺能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4.5 

11 
中科绿色电力宁波镇海生活垃圾焚烧24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宁波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24 

12 
旺能环保台州路桥区生活垃圾焚烧24MW生物

质发电工程 
台州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4 

13 
锦江环保杭州余杭 3#燃煤链条炉改建成循环

流化床生活垃圾焚烧 1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杭州余杭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2 

14 
宁波众茂姚北热电公司余姚生活垃圾焚烧

18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宁波众茂姚北热电有限公司 18 

15 
德力西长江环保嘉兴平湖生活垃圾焚烧 18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平湖市德力西长江环保有限公司 18 

16 
新城环保湖州长兴生活垃圾焚烧 9MW 生物质

发电工程 
长兴新城环保有限公司 9 

17 佳能湖州德清垃圾焚烧 6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德清县佳能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

司 
6 

18 
德力西长江环保温州乐清柳市垃圾焚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德力西长江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24 

十一、安徽省 

生物质能 1 
中节能合肥肥东生活垃圾焚烧一期20MW生物

质发电工程 

中节能（合肥）可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 
20 

十二、福建省 

风能 

1 
华电福州福清鲤鱼山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华电（福清）风电有限公司 48 

2 
中核国电漳州云霄青径风电场19.5MW发电工

程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19.5 

3 
中闽（平潭）风电公司福州平潭青峰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中闽（平潭）风电有限公司 48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4 
福建惠安风电公司泉州惠安小岞风电场 22MW

发电工程 
福建惠安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2 

5 
福能（漳州）风电公司漳州龙海隆教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福能（漳州）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48 

6 
福能（漳州）风电公司漳州龙海黄坑风电场

40MW 发电工程 

福能（漳州）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40 

7 龙源莆田涵江萩芦风电场 49.8MW 发电工程 福建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9.8 

8 龙源莆田涵江白鹤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福建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8 

生物质能 

9 
创冠环保福州福清生活垃圾焚烧12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创冠环保（福清）有限公司 12 

10 
天楹环保福州连江生活垃圾焚烧 7.5MW 生物

质发电工程 
福州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7.5 

11 
厦门环境能源投资公司翔安东部生活垃圾焚

烧 1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厦门市环境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环能二厂） 
12 

12 
宁德漳湾发电公司宁德蕉城生活垃圾焚烧

9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宁德漳湾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9 

13 
龙岩新东阳环保公司新罗生活垃圾焚烧 1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龙岩新东阳环保净化有限公司 12 

14 
圣元环保莆田秀屿生活垃圾焚烧二期12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莆田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2 

15 
创冠环保南平建阳（建瓯市、武夷山市）生

活垃圾焚烧 9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创冠环保（建阳）有限公司 9 

十三、江西省 

风能 1 中电投九江都昌笔架山风电场48MW发电工程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新能源

发电分公司 
48 

太阳能 2 
赛维 LDK 光伏科技公司南昌新建厚田沙漠生

态园并网光伏 5MWp 发电工程 

南昌赛维 LDK 光伏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5 

十四、山东省 

风能 

1 
华能临沂沂水马站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工

程 
华能沂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2 国华东营广饶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国华（广饶）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3 
华润新能源济宁邹城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华润新能源风能（济宁）有限公司 49.5 

4 
中广核潍坊安丘摘月山风电场49.3MW发电工

程 
中广核安丘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3 

5 国华潍坊诸城风电场四期 49.5MW 发电工程 国华（诸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6 国华潍坊诸城风电场三期 49.5MW 发电工程 国华（诸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7 华能东营河口风电场六期 49.5MW 发电工程 华能东营河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8 华能东营河口风电场五期 49.5MW 发电工程 华能东营河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9 
华润新能源日照莒县东宏风电场二期 49.8MW

发电工程 
华润新能源（莒县）风能有限公司 49.8 

10 
华润新能源日照五莲东风风电场二期 49.8MW

发电工程 
华润新能源（五莲）风能有限公司 49.8 

11 中广核潍坊临朐龙岗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中广核临朐龙岗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8 

12 

大唐烟台栖霞苏家店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大唐栖霞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9.5 

13 
国电电力日照五莲于里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国电电力山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五莲分公司 
49.5 

太阳能 14 国电菏泽巨野并网光伏 10MWp 发电工程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10 

生物质能 

15 

中鲁能源热电公司菏泽曹县小麦秸秆、玉米

秸秆农林剩余物发电（直燃）热电联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曹县中鲁能源热电有限公司 24 

16 
青岛环境再生能源城阳小涧西生活垃圾焚烧

30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青岛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30 

17 
莒县大自然生物质能热电公司日照莒县秸秆

直燃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莒县大自然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

司 
24 

18 
绿色动力威海乳山生活垃圾焚烧一期12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乳山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2 

19 
中节能烟台栖霞林业废弃物直燃(原烟台天

力生物质热电项目）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中节能（烟台）生物质热电有限公

司 
24 

20 
黄河三角洲三峰生态能源公司东营生活垃圾

焚烧 1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东营黄河三角洲三峰生态能源有

限公司 
12 

21 
济宁中科环保任城生活垃圾焚烧30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0 

22 
绿能电力德州城市生活垃圾焚烧15MW生物质

发电工程 
德州绿能电力有限公司 15 

23 
中环新能源公司临沂兰山生活垃圾焚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临沂中环新能源有限公司 24 

十五、河南省 

风能 1 
华润新能源驻马店泌阳中祥风电场49.5MW发

电工程 

华润新能源（泌阳中祥）风能有限

公司 
49.5 

太阳能 2 
富昱盛能源科技公司郑州中牟并网光伏

3.3MWp 发电工程 
郑州富昱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3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生物质能 

3 
百川畅银实业新乡凤泉生活垃圾填埋场沼气

3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河南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新乡

分公司 
3 

4 
中节能开封城市生活垃圾焚烧18MW生物质发

电工程 
开封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8 

5 
丰泉环保公司周口川汇生活垃圾焚烧 7.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周口市丰泉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7.5 

6 
百川畅银实业鹤壁淇滨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厂

沼气 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河南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鹤壁

分公司 
2 

十六、湖北省 

风能 

1 
华润新能源随州随县黑石垛风电场49.5MW发

电工程 

华润新能源（随州凤鸣）风能有限

公司 
49.5 

2 
三峡新能源恩施利川汪营风电场48MW发电工

程 
三峡新能源利川风电有限公司 48 

3 
中广核孝感大悟五岳山风电场49.6MW发电工

程 

中广核湖北大悟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6 

4 
中广核孝感大悟五岳山风电场二期48MW发电

工程 

中广核湖北大悟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8 

5 
中广核恩施利川柏杨坝风电场49.6MW发电工

程 

中广核湖北利川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6 

生物质能 

6 凯迪咸宁赤壁秸秆直燃30MW生物质发电工程 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0 

7 
国电长源荆门掇刀秸秆、稻壳气化工业示范

10.8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国电长源湖北生物质气化科技有

限公司 
10.8 

8 
百川畅银宜昌黄家湾生活垃圾填埋沼气 1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宜昌百川畅银新能源有限公司 1 

9 
百川畅银鄂州鄂城区生活垃圾填埋沼气 1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鄂州百川畅银新能源有限公司 1 

10 
武汉深能环保公司东西湖区江北西部（新沟）

生活垃圾焚烧 2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武汉深能环保新沟垃圾发电有限

公司 
22 

11 
集美热电荆州生活垃圾焚烧18MW生物质发电

工程 
荆州市集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8 

12 
汉口绿色能源武汉黄陂生活垃圾焚烧50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武汉汉口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50 

13 
武汉博瑞环保能源汉阳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

40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40 

14 
武汉绿色环保能源江夏区生活垃圾焚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武汉市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4 

十七、湖南省 

风能 1 
华润郴州临武岚桥官里风电场49.9MW发电工

程 
华润新能源（临武）风能有限公司 49.9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生物质能 2 
中联环保电力公司常德武陵生活垃圾焚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4 

十八、广东省 

风能 

1 
南亚新能源技术开发公司汕头南澳风电场扩

建项目 33MW 发电工程 

南澳县南亚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33 

2 中广核云浮新兴风电场 39.1MW 发电工程 中广核新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39.1 

3 
华润新能源汕尾陆丰成美风电场49.6MW发电

工程 
华润新能源（陆丰）风能有限公司 49.6 

4 
华润新能源阳江阳西菩提山风电场49.8MW发

电工程 
华润新能源（阳江）风能有限公司 49.8 

5 
华润新能源清远连州泉水风电场49.8MW发电

工程 

华润新能源（连州泉水）风能有限

公司 
49.8 

6 中广核云浮罗定亚婆髻风电场39MW发电工程 中广核罗定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39 

生物质能 

7 
永兴环保广州白云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

厂 50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广州永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50 

8 
中科环保东莞垃圾处理厂技改增容工程生活

垃圾焚烧（炉排炉）42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东莞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2 

十九、广西壮族自治区 

生物质能 

1 
信能环保科技公司柳州柳江立冲沟生活垃圾

填埋沼气 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柳州市信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2 
洁通科技公司南宁良庆城南生活垃圾填埋场

沼气 3.8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广西洁通科技有限公司 3.85 

3 
信能环保科技公司桂林临桂冲口生活垃圾填

埋沼气 1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桂林信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4 
中科环保电力公司来宾兴宾生活垃圾焚烧

15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来宾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5 

二十、重庆市 

生物质能 1 
丰盛环保发电公司重庆第二垃圾焚烧48MW生

物质发电项目 
重庆丰盛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48 

二十一、四川省 

生物质能 

1 
达州佳境环保公司通川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达州佳境环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4 

2 
中节能成都祥福生活垃圾焚烧36MW生物质发

电工程 
成都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36 

二十二、贵州省 

风能 1 
中水顾问贵阳花溪云顶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花溪云顶

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2 
大唐桂冠六盘水盘县四格风电场二期 47.5MW

发电工程 

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47.5 

3 
中广核黔南龙里风电场二期（坪子）48MW 发

电工程 

中广核贵州龙里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8 

4 
中广核黔南龙里风电场一期（草原）48MW 发

电工程 

中广核贵州龙里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8 

5 中广核黔南龙里马郎坡风电场48MW发电工程
中广核贵州龙里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8 

6 中广核黔南龙里大坪子风电场48MW发电工程
中广核贵州龙里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8 

7 
中水顾问黔南惠水龙塘山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州惠水龙山

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8 龙源毕节威宁麻窝山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9 龙源毕节威宁龙河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0 龙源毕节威宁贵家营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二十三、云南省 

风能 

1 
湘电众佳新能源昆明富民百花山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云南湘电众佳新能源有限公司 48 

2 
中电投楚雄禄丰仙人洞风电场46.5MW发电工

程 
云南中云电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6.5 

3 
国电电力昆明富民马英山风电场40.5MW发电

工程 

云南国电电力富民风电开发有限

公司 
40.5 

4 
中广核西双版纳勐海帕顶梁子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中广核西双版纳勐海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49.5 

5 华电丽江宁蒗牦牛坪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宁蒗风力发电分公司 
49.5 

6 
三峡新能源楚雄姚安尖山梁子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三峡新能源云南姚安发电有限公

司 
49.5 

7 
三峡新能源楚雄姚安梅家山风电场49.5MW发

电工程 

三峡新能源云南姚安发电有限公

司 
49.5 

8 
中广核楚雄牟定大尖峰风电场49.5MW发电工

程 

中广核楚雄牟定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太阳能 

9 
华电楚雄永仁维的并网光伏一期 50MWp 发电

工程 

云南华电维的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50 

10 

云电投昆明石林示范(科普区)并网光伏

66MWp 发电工程 石林云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6 

生物质能 11 
重钢再生能源发电公司昆明空港生活垃圾焚

烧 18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昆明重钢再生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8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12 
鑫兴泽环境资源公司昆明五华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 24MW 生物质发电工程 

昆明鑫兴泽环境资源产业有限公

司  
24 

13 
云南绿色能源公司昆明西山垃圾焚烧24MW生

物质发电工程 
云南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24 

14 
中电环保昆明东郊垃圾焚烧30MW生物质发电

工程 
昆明中电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0 

15 
云电投曲靖沾益生活垃圾焚烧24MW生物质发

电工程 
曲靖云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4 

二十四、陕西省 

风能 

1 
国电榆林靖边祭山梁风电场二期49.5MW发电

工程 
国电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 
国电榆林靖边祭山梁风电场三期49.5MW发电

工程 
国电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3 
国电榆林靖边祭山梁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国电陕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4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榆林靖边李家梁风电

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靖边分公司 
49.5 

太阳能 5 国华榆林靖边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国华（榆林）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二十五、甘肃省 

风能 

1 

甘肃中电第五风力发电公司酒泉玉门桥湾第

三南一大型风电机组示范风电场20MW发电工

程 

甘肃中电酒泉第五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20 

2 
新泉风电公司酒泉瓜州干河口南示范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甘肃新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 

3 
新泉风电公司酒泉瓜州干河口北示范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甘肃新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 

4 大唐白银景泰沙塘子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49.5 

5 
大唐酒泉玉门昌马第一（东）大型风电机组

示范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48 

6 
大唐酒泉玉门昌马第一（北）大型风电机组

示范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48 

7 大唐白银景泰乾丰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49.5 

8 
华电酒泉玉门黑崖子西大型风电机组示范风

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甘肃华电玉门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 

9 
中节能酒泉玉门昌马大坝北大型示范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 

10 
中节能酒泉玉门昌马大坝南示范风电场 48MW

发电工程 
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8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11 
华能定西通渭华家岭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华能华家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2 
华电白银景泰马昌山二期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甘肃华电景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3 
华电庆阳环县南湫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工

程 
甘肃华电环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4 
华电庆阳环县南湫风电场二期49.5MW发电工

程 
甘肃华电环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5 
中广核武威民勤红沙岗咸水井西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中广核甘肃民勤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16 龙源张掖甘州平山湖风电场49.5MW发电工程 龙源张掖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17 
甘肃洁源风电公司酒泉玉门三十里井子南风

电场 32.5MW 发电工程 
甘肃洁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32.5 

18 
中核集团酒泉玉门矿区三十里井子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 
中核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9 
三峡新能源金昌金川西滩风电场49.5MW发电

工程 
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 49.5 

20 
华电酒泉阿克塞当金山风电场二期49.5MW发

电工程 

甘肃华电阿克塞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49.5 

太阳能 

21 
中电光伏发电公司武威凉州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程 
甘肃中电武威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30 

22 
中电光伏发电公司武威凉州并网光伏特许权

20MWp 发电工程 
甘肃中电武威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 

23 华电嘉峪关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华电嘉峪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9 

24 华电嘉峪关西戈壁并网光伏 70MWp 发电工程 华电嘉峪关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70 

25 
华电武威民勤红沙岗并网光伏二期9MWp发电

工程 
甘肃华电民勤发电有限公司 9 

26 
朝阳新能源发电公司酒泉肃州并网光伏一期

50MWp 发电工程 
酒泉朝阳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50 

27 
正泰光伏发电公司武威民勤红沙岗并网光伏

50MWp 发电工程 
民勤县正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50 

28 
东方电气太阳能发电公司酒泉肃州东洞滩并

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东方电气(酒泉)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 
9 

29 
陇昌光伏电力公司金昌金川并网光伏5MWp发

电工程 
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5 

30 
陇昌光伏电力公司金昌金川并网光伏 15MWp

发电工程 
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5 

31 
中利腾晖光伏发电公司嘉峪关并网光伏

100MWp 发电工程 

中利腾晖（嘉峪关）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100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32 
正泰光伏发电公司金昌永昌河清滩并网光伏

100MWp 发电工程 
永昌正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33 
正泰光伏发电公司张掖高台高崖子滩并网光

伏 100MWp 发电工程 
高台县正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34 
东方电气光伏发电公司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并

网光伏 2.1MWp 发电工程 

东方电气（酒泉）光伏发电科技有

限公司 
2.1 

35 
协合太阳能发电公司武威凉州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武威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9 

36 
金泰电力公司金昌金川东大滩并网光伏

200MWp 发电工程 
甘肃金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00 

37 
正泰光伏发电公司酒泉金塔并网光伏 40MWp

发电工程 
金塔正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0 

38 
正泰光伏发电公司酒泉敦煌并网光伏 50MWp

发电项目 
敦煌正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50 

39 
中电光伏发电公司白银景泰特许权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甘肃中电白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 

40 
中电光伏发电公司白银景泰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程 
甘肃中电白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30 

41 
锦泰光伏电力公司金昌金川并网光伏二期

50MWp 发电工程 
金昌锦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50 

42 
正泰光伏发电公司酒泉阿克塞并网光伏

10MWp 发电工程 
阿克塞正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 

43 
振新光伏发电公司金昌金川并网光伏 100MW

发电项目 
金昌振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44 
神舟光伏电力公司嘉峪关西沟矿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甘肃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9 

45 
神舟光伏电力公司嘉峪关讨赖河北岸并网光

伏 9MWp 发电工程 
甘肃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9 

46 
神舟光伏电力公司嘉峪关西戈壁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甘肃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9 

47 
亚洲新能源太阳能发电公司酒泉肃州东洞滩

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亚洲新能源太阳能发电(酒泉)有

限公司 
9 

48 
甘肃电投辰旭太阳能发电公司酒泉金塔并网

光伏 10MWp 发电工程 

甘肃电投辰旭金塔太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 
10 

49 
龙源张掖甘州南滩并网光伏二期9MWp发电工

程 
龙源张掖新能源有限公司 9 

50 
迪盛太阳能发电公司酒泉敦煌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迪盛（敦煌）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9 

51 
迪盛太阳能发电公司酒泉敦煌并网光伏二期

9MWp 发电工程 
迪盛（敦煌）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9 

52 
太科光伏电力公司张掖高台高崖子滩并网光

伏 50MWp 发电工程 
高台县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50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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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科恒源新能源科技公司酒泉金塔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中科恒源（酒泉）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9 

54 
粤水电新能源公司酒泉金塔红柳洼并网光伏

50MWp 发电工程 
金塔县粤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50 

55 
甘肃电投辰旭太阳能发电公司武威凉州并网

光伏 40MWp 发电工程 

甘肃电投辰旭凉州太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 
40 

56 
三峡新能源金昌永昌大寨滩并网光伏 50MWp

发电工程 
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 50 

57 
神舟光伏电力公司张掖甘州安阳滩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甘肃张掖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9 

58 
神舟光伏电力公司张掖甘州南滩并网光伏

9MWp 发电工程 
甘肃张掖神舟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9 

二十六、青海省 

太阳能 

1 
青海山一中氚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青海山一中氚太阳能电力有限公

司 
20 

2 
特变电工新能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格尔木特变电工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20 

3 
华能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三期 20MWp 发电工

程 
华能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 

4 
中节能海西大柴旦锡铁山并网光伏三期

20MWp 发电工程 

中节能青海大柴旦太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 
20 

5 
京能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

程 
青海京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 

6 
青海水利水电集团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青海水利水电集团格尔木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20 

7 
青海发展投资公司海南共和并网光伏 10MWp

发电工程 
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 

8 
龙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三期 20MWp 发电工

程 
龙源格尔木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 

9 
青海力诺海西德令哈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

电工程 

青海力诺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20 

10 
百科光电海西德令哈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

程 
青海百科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20 

11 汉能海南共和并网光伏一期 50MWp 发电工程
汉能海南州光伏发电项目有限公

司 
50 

12 
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公司海西德令哈并网

光伏一期 10MWp 发电工程 

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10 

13 
大唐国际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

电工程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20 

14 
华电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

程 
华电格尔木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0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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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电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 40MWp 发电工程 国电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0 

16 
三峡新能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三峡新能源格尔木发电有限公司 20 

17 
神光新能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 50MWp 发电

工程 
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50 

18 
金峰新能源公司海西乌兰并网光伏 20MWp 发

电工程 

乌兰金峰新能源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20 

19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

二期 100MWp 发电工程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100 

20 中广核海西乌兰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程 中广核太阳能乌兰有限公司 30 

21 
阳光能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

电工程 
阳光能源（青海）有限公司 20 

22 
大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

程 
大唐格尔木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0 

23 
正泰新能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项目 

青海格尔木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20 

24 
恒基伟业海南共和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

工程 

海南州恒基伟业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 
20 

25 
青海发展投资公司（华炜光电）海西德令哈

并网光伏二期 10MWp 发电工程 

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青海华

炜光电有限公司） 
10 

26 
世能光伏发电公司海南共和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程 
海南州世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30 

27 
聚亚新能源海南共和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

程 
海南州聚亚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28 
大唐新能源海西德令哈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大唐德令哈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29 
北控绿产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

电工程 
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30 
润峰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一期 10MWp 发电工

程 
润峰格尔木电力有限公司 10 

31 
青海发展投资公司（华广新能源）海西格尔

木并网光伏二期 10MWp 发电工程 

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青海华

广新能源有限公司） 
10 

32 
力腾新能源海西格尔木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青海力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 

33 
协合海西德令哈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

程 
德令哈协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 

二十七、宁夏回族自治区 

风能 1 
大唐新能源银川灵武宁东风电场（白土岗乡

勒水沟）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灵武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2 
大唐新能源吴忠太阳山风电场三期49.5MW发

电工程 
大唐吴忠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3 
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场（沙石墩梁）48MW 发

电工程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责

任公司 
48 

太阳能 

4 
宁夏盛阳新能源中卫沙坡头并网光伏 30MWp

发电工程 
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30 

5 
天得光伏发电公司石嘴山并网光伏 10MWp 发

电工程 
石嘴山天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 

6 
汉能吴忠太阳山光伏发电公司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汉能吴忠市太阳山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20 

7 
嘉泽吴忠红寺堡大河乡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

工程 
宁夏嘉泽发电有限公司 20 

8 
恩菲新能源中卫沙坡头并网光伏二期 30MWp

发电工程 
恩菲新能源（中卫）有限公司 30 

二十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风能 

1 
华冉新能源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新疆华冉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 
华电吐鲁番托克逊小草湖风电场二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新疆华电草湖风电有限公司 49.5 

3 
华能吐鲁番托克逊白杨河风电场三期 49.5MW

发电工程 
华能吐鲁番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4 
大唐乌鲁木齐达坂城柴窝堡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大唐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开发有

限公司 
49.5 

5 
国电哈密巴里坤三塘湖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国电哈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9.5 

6 
粤水电阿勒泰布尔津城南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布尔津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49.5 

7 
大唐吐鲁番托克逊风电场三期49.5MW发电工

程 
大唐托克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49.5 

8 
中广核哈密地区分散式接入风电场69MW发电

工程 
中广核哈密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9 

9 
龙源哈密巴里坤三塘湖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龙源巴里坤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0 
龙源哈密巴里坤三塘湖风电场二期49.5MW发

电工程 
龙源巴里坤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1 
龙源塔城托里老风口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龙源托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2 
华电哈密伊吾淖毛湖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新疆华电十三间房风电有限责任

公司 
49.5 

13 
中节能乌鲁木齐托里 200MW 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中节能风力发电（新疆）有限公司 49.5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14 
中广核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新疆达坂城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49.5 

15 
龙源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新疆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16 
盾安哈密伊吾淖毛湖风电场一期48MW发电工

程 
伊吾盾安风电有限公司 48 

17 
五凌电力吐鲁番托克逊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49.5 

18 
五凌电力阿勒泰布尔津风电场一期49.5MW发

电工程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49.5 

19 
华电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新疆华电雪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20 
东方民生新能源哈密巴里坤三塘湖风电场一

期 49.5MW 发电工程 
巴里坤东方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1 
中广核吐鲁番托克逊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

工程 
中广核托克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9.5 

22 
中电投塔城额敏玛依塔斯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塔城分公司 
49.5 

23 
广恒新能源乌鲁木齐达坂城广恒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新疆达坂城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4 
三峡新能源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三峡新能源新疆达坂城风电有限

公司 
49.5 

25 
国电塔城玛依塔斯风电场一期49.5MW发电工

程 
国电塔城发电有限公司 49.5 

26 
新能发展风电公司哈密巴里坤三塘湖风电场

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新疆新能发展巴里坤风力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49.5 

27 
天润新能源哈密十三间房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哈密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8 
天润新能源哈密十三间房风电场二期 49.5MW

发电工程 
哈密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49.5 

29 
海为支油风电公司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一

期 49.5MW 发电工程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海为支油风电

有限公司 
49.5 

太阳能 

30 
柯坪嘉盛阳光电力阿克苏柯坪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柯坪嘉盛阳光电力有限公司 20 

31 华电哈密并网光伏 40MWp 发电工程 新疆华电苦水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40 

32 
三峡新能源和田皮山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

电工程 
三峡新能源皮山发电有限公司 20 

33 特变电工哈密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特变电工哈密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20 

34 
舒奇蒙光伏发电公司阿克苏并网光伏 10MWp

发电工程 
阿克苏舒奇蒙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项目容量

（MW） 

35 
舒奇蒙光伏发电公司阿克苏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阿克苏舒奇蒙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 

36 中电投哈密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

限公司 
20 

37 中电投哈密并网光伏三期 20MWp 发电工程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

限公司 
20 

38 
特变电工阿克苏阿瓦提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特变电工阿瓦提县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20 

39 中广核哈密并网光伏二期 30MWp 发电工程 中广核太阳能哈密有限公司 30 

40 中水顾问哈密并网光伏 20MWp 发电工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哈密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20 

41 
中船重工巴州海为新能源巴音郭楞博湖并网

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巴州海为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42 
中船重工若羌海为新能源巴州若羌并网光伏

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若羌海为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43 
九州方园新能源博州博乐并网光伏 30MWp 发

电工程 
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30 

44 
大唐新能源巴州博湖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

电工程 
大唐博湖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45 国电电力哈密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国电电力哈密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 

46 中电投和田并网光伏二期 20MWp 发电工程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和田有

限公司 
20 

47 
新疆爱康电力公司博州精河并网光伏一期

20MWp 发电工程 
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0 

二十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风能 1 
国电电力农十三师三塘湖风电场一期 49.5MW

发电工程 

国电电力九鼎哈密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49.5 

合计     1363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