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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AR共屋頂等不同声枚屋頂以及各水村実昧情況,本着以片大
水片受益最大化カロ的,探索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商並貸款、

合同管理、政府坑等等不同投資建没模式,以及寺立公司逐象、

建浚方近象等不同后期管理模式,在融資、建没、近筆等方面含1

新形成可隻制、可推片的成熟商止模式。

(二 )仝面覆監,村民白應。渉及村民自有房屋屋頂的,必
須充分尊重村民意尽,由村民自尽申報,不得張迪。凡是村民自
尽申扱旦符合安装要求的,均須幼入,碗保全市符合建没条件井
自尽建没的水村居民実現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建没全覆蓋。

(四 )実現跡凋,保ケ生恣。堅持光伏装畳々屋頂、外立面
相lll凋 ,与周迪不境相和諧,碗保屋頂光伏装置美現休凋,成ヵ
美雨多村、美雨三亜的一道八景。

三、日椋任努

身合美而多村建没,汗展友村家庭屋項光伏友むit片牙友 ,

格IIE地水村地区光伏友屯項目建没作力促逹水民増 ll■ 的重要挙
措,カロ快推邊光伏友屯泣用走邊千家万声,多 措井挙引早村集体、
水夕建浚屋頂光伏友屯項目,縮小城多居民牧入差距,日 出一条
水村特色的 “録色致富III路",実現城多共同富裕。ヵ争到2020

年,実現 92仝村民委員会 (其中天涯区20今、吉陶区19今、
海棠区19今、崖州区24今、育オ生恣区lo今 )及 己完成属地
化管理的水場 (居 )符合定没条件的居民家庭屋頂光伏友IL項 目
建浚全覆蓋。

2018年建没 18杢村民委員会居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

其中:天 7iE区 3企、吉田区3企、海棠区3今、崖州区4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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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生恣区5企。

2019年建没 34企村民委員会居民家庭屋頂光fJR友屯項目,

共中:天涯区7今、吉FEl区 7企、海棠区7企、崖州区 10企、

育オ生恣区3企。

2020年建浚 40企村民委員会居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

其中:夭 7iE区 10企、吉FE区 9企、海業区9企、崖州区 10企、

育オ生恣区2企。

己完成属地化管理工作的水場 (居 )居 民家庭 2018-2020

年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年度汁彙1,由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

委会在具体実施方案中銃箸統一定没,碗保水助居民家庭同歩実

現屋項光伏友屯項目建没全覆蓋。

四、建没規模与模式

(― )走没嫌

根据 《三工銃十年基2C117》 及相美部11提供数据,全市共 92

企村民委員会、889企村民小鯉、67083片 多村住声,5企水場

(居 )釣 24000オ 。わ除己rll入三工市光伏扶貪寺項実施的貪困

声
～
房屋不待合建浚条件的水片,借十需実施水村家庭屋頂光伏

友屯項目建没的水力釣有 60000ル (具体以実昧各案建没声数カ

准 )。

以声均 3kW装机容量,60000片 水声廿算,萩・it建没規模

力 180000kW;接毎瓦 (W)投資成本 10元左右借算,オ 均投

資成本釣30000元 ,完成全市 60000声 水村家庭屋項光伏友屯項

目建没釣需投資 18化元 (具体以工程投資第算力准 )。

(二 )走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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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村居民自行投資建没模式。項目吹益仝リヨ水村居民所

有。

2.企立与水村居民合作投資。項目牧益根据各自投資板度 ,

接合同釣定来裁1分。

3.企並全部投資模式。項目ll■ 益全リヨ企立,項 目使用水村
居民家庭屋項,由企立接合同力定給予水村居民一定的ネト貼金
板。

上迷三紳模式,各区 (育オ生恣区)結合本地区実昧在具体
項目実施方案中明碗。

五、資金ネト貼及実励

友村居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在国家、省ネト貼政策基拙
上均同Ff享受三工市政府年度屯 o.25元的ネト貼,ネト貼資金申技
申清接《三正市人民政府美子

`F友
三工市大陶能分布式光伏友屯

項目管理赤法的lin411》 (三府 〔2017〕 268号 )及相美規定机行。
同時,力鼓励水村居民家庭釈板参与及配合牙晨屋頂光伏友屯項
目建没,在項目建成后市財政一次性給予水声3000元失励資金。
完成全市帥 片水村家庭屋項光伏項目建没預十火励金額力 1.8

仏元。 (具体以実豚各案建成ォ数十算ヵ准,実励資金由市財政
局銃一安劇}下友至各区 (育オ生恣区),各区 (育オ生恣区)接
実障各案建成オ数状付分水声 )

六、敷益分析

(― )姪洋致五

以片用 3kW独 立項口ヵ例測算,友 屯所得牧入和除 5%的象
修基金,其余

"核
套光伏友屯系銃的投資建没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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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工曰照条件,3kW光伏系坑年可友屯量女口下表 :

3kW光伏系銃年友屯量 (借算 )

月含
曰照条件

(kWXh/m2/d)
曰友屯量 (度 ) 月友屯恙量 (度 )

4.36 11.08 332.4

2 4.42 11.26 337.8

２
リ 4.64 11.92 357.6

4 5.29 13.87 416.1

く
′ 5.36 14.08 422.4

6 5.49 14.47 434.1

7 5,4 14.2 426

０
０ 5.24 13.72 411.6

9 5.12 13.36 400.8

10 5.03 13.09 392.7

4.87 12.61 378.3

12 4.31 10。93 327.9

全年

合汁

4637.7(拒除悪劣天

気影噛等因素,預
十年友屯量力 4000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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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年国家光伏屯介林准測算,海南省光伏林粁上国
屯介力 0.85元 /度 (国家女口有新的屯倫調整,按最新粽准執行 ),

我市分布式光伏友屯ネト貼力 0.25元 /度 (ネト助期限力 5年 )。 接
20年十,毎套3kW独立光伏友屯系銃投資建没者ll■ 益淑1算 女口下:

前 5年牧入:毎年光伏友屯ll■入力 (0.85+0.25)元 /度×4000

度→400元 ,わ除5%象修基金 (4400×5%→20元 ),毎年光伏友
屯ll■入釣力4180元 ,5年恙十11A入 4180元×5年=2090o元。

后 15年牧入:わ除市ネト貼 0.25元/度 ,毎年光伏友屯牧入力
0.85元 /度 X40C10度=3400元 ,わ除 5%象修基金 (3400×5%=170
元),毎年光伏友屯牧入力3230元 ,15年′意十11■入3230元 X15

年48450元 .

1.接居民自行全板投資建浚模式汁算水声lll入。光伏牧益
期接20年十可得恙牧入力 2090o+48450=69350元 ,か上政府一
次性芙励3000元 ,共十11■入 72350元 ,わ除水ォ建没成本 (釣
30000元 )后実現鈍llA入 42350元 ,年均鈍lll入 2117.5元 。

2.接企並与水村居民合作投資模式十算水ォ牧入。以企並
和友声各出姿 50%十算,水ォ光伏友屯牧益期接 20年十可得恙
ll■入力 69350/2=34675元 ,カロ上政府一次性失励 3000元 ,共十
牧入釣 37675元 ,わ除友夕建浚成本 (釣 15000元 )后実現先牧
入力22675元 ,年均先牧入 H33.8元 .

3.企立全部投資建没模式汁算水オll■入。企並rll用 水村居
民家庭屋頂投資建没光伏友屯項目,投資llA益 リヨ企立所有,具体
的il矛1水夕方式 (城免屯費或宜ネト)由企止和水夕休商。」llチロ:

企立fll用水声屋頂建没光伏項目,接建没規模 3kw,企立平均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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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水オ宣接ネト貼 1250元 ,接 20年十,共ネト貼25000元 。カロ上

政府一次性爽励3000元 ,20年共il可得牧入28000元 。

(二 )生恣琢塊残五

全市6万片光伏友屯項目預十可実現年友屯量 2.4仏度,戒

少破排放量釣 16.8万 叱;20年預十友屯量釣48化度,減少破拌

放量釣336万叱,生恣不保数益明呈,対三lllZ共班破羽卜放恙量迷

峰曰林格帯来扱大的椎功作用。

七、取責分工

(一 )市友晨皮単委員会:牽共久責恙体協調椎ilt我市水村

区域光伏建没項目及菱牧。

(二 )市財政局:負 責我市水村区域光伏項ロネト貼資金的安

羽}、 抜付わ監管。

(二 )各区人氏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芦格接本方案要

求袂真微好模底調査工作,制定好本地区以光伏建浚促邊水民増

ll■ 三年行功十支1及実施方案,扱市友晨改革委員会各案。方案要

分年度明碗実施的村委会わ水場 (居 )名 称、数量及村民数量,

碗保各村民小姐及水村居民全覆蓋。負責接汁裁1日 林任券俎象跡

調推邊各自区域内水声光伏項目建没,負 責筑汁申清友村光伏項

目市財政ネト貼爽励資金,井僕好落実宣借功貝、精扶措施、lll調

施工等工作。同時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要久責倣好

対各自区域光伏友屯項目逐行集や工作的監督.

(四 )市全離亦:lltilH金融机杓支持我市水村光伏建没項口,

引早金融机杓ell新金融声品与服券,対友村分布式光伏友屯項目

実行仇恵貸款dll率 ,延K貸款年限。水声安装光伏友屯申清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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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水民小額貸款貼息逃行貼息,貼息期可近当延K。

(工 )市 国家税券局:逃一歩仇化水声光伏屯力声品友票升

具手数,研究屯回公司賄采光伏友屯項目屯力声品友票牙具及坑

一代亦操作流程。

(大 )市住房城多建没局:負責指早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

恣区管委会微好光伏友屯項目的建筑安装工程管理工作和房屋

錯杓安全性的坪竹。

(七 )市科根工止信`a化局:配合微好水村光伏友屯項目整

体推逃工作。

(入 )ニエ供屯局:要カロ快水村屯国改造,力光伏友FL提供

仇漬的井国服券,伐化系坑調度逹行,仇先保障光伏友屯近行,

碗保光伏友屯項目及叶井回,邊一歩筒化分布式光伏友屯的屯口

接入方式和管理程序,公布分布式光伏友屯井国服券流程,建立

便掟高数的井口服券体系。接叶抄表錯算和及叶友放国家上国屯

量ネト貼資金等工作,碗保項目友屯量全額牧胸。

人、有美要求

(― )か張姐鉄板子。成立以市K力幻く,分管水村工作的

副市K力 副理K的三工市推逃水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建没

工作領早小狙,成長力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市友

晨改革委員会、市財政局、市科技工立信息化局、市金融か、市

住房城多建没局、市国家税券局、三工供屯局等単位負責人。三

工市推逃水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建没工作飯早小俎下没亦

公室,亦公室浚在市友晨改革委員会:市友晨改革委員会主任カ

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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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根据三工市推邊水村家庭

屋項光伏友屯項目建没工作頷早小44鉄架掏,成立各自的区象

水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建浚工作飯早小姐,負 責各自区域内

光伏友屯項目建没工作的指早、協調和推邊。

(二 )高度菫机,族叶え戌。各責任単位要高度重視,次真

対待,接任券要求机好落実,碗保接叶完成任券。村民足辻ネト貼

規模建没的,各区 (育オ生恣区)泣予以鼓励,不得以任何理由

阻と,但起出汁支1安装面秋部分的資金由村民或承建企立全額自

行承担,政府不分予オト助。

(二 )保障工窄走没演量。水村家庭屋項光伏没各逃用必須

足径辻批准的決江机杓決IIEユ迷粽的声品,鼓励仇先釆用迷至1国

家光伏 “飯地者"汁支1技木指林要求的声品,光伏姐件わ逆交器

反保期不低子 10年。光伏声品泣満足《光伏制邊行立規苑条件》

要求,其中薄膜屯池俎件、多晶桂屯池姐件わ単晶桂屯池4件的

光屯紫換数率分力1不低子 10%、 16%和 16.8%。 同時,薄膜鉦件

第一年内衰戒率不高子2%,后数年内衰戒率不高子0.7%;多 晶

俎件第一年内衰戒率不高子2.5%,后鉄年内衰残率不高千0.7%:

単晶姐件第一年内衰戒率不高予 3%,后娘年内衰戒率不高子

0.7%。 女口果国家及省対光伏声品相美技木指林微出調整,接国家

及省要求仇行。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要探索制定筒

便実用的工程漬量監管亦法,戸控工程反量,加張監督栓査。

(四 )芦格イト貼申核。各坂各部11要切実増強微好友民増ll■

的使命感、緊迫感,戸格仇行相美政策規定,不得弄虚作侵,有

美部11泣加大誉査和逹妃逹規行力的査炎力度,一旦友斑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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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た理至1位。各区人民政府、育オ生恣区管委会要対申情ネト貼

村委会、水声所扱送申清材料辻行芦格常核,在 申清決定ミ程中

如水オ隠喘真実情死、提供虚仮信息或釆取其セ方法喘取ネト助

的,一姿査実,接有美規定蛯行炎理,除追口己ネト助資金外,取

消核村委会或今人三年内享受財政オト助的資格。裁留、排占、椰

用ネト貼資金的,依法追究宣接責任人員和主管人員的行政責任,

杓成犯罪的,依法追究Ill事責任。

(五 )か張協調,合力非劫。各有美部|]要根据市推蛯未村

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建没工作頷早小幻的任券分工,落実対立

数据的整理和有美文件出具工作,要か張虹鉄協調,探索奄1新建

没模式,汰真恙錯共享的姪職微法,理逍多紳形式宣特光伏項目

的政策措施,菅造有fll予定没友晨的社会典発気曰,提高社会各

界推片泣用太陶能光伏的釈扱性,形成合力,共同推逃我市水村

光伏項目的建浚,全面促邊水村村民聰歩増ll■ 。

(夫 )強化督査考核。市推逃水村家庭屋頂光伏友屯項目建

浚工作頷早小姐特定期対各区(育オ生恣区)落実方案情況逃行

督査和lil扱 ,井格根据年度口林任券完成情兄邊行坪仇表彰,同

時格坪地一批先逃村委会及先逃企人,分男1分予表彰笑励。

― H一



抄送:市委各部|],市人大亦公室,市攻体亦/Ak室 ,市中級人民法院,

市人民桂察院,市城郊法院,市城郊栓察院,中央、省、部陳

駐二工単位,各人民団体.

三工市人民政府亦公室 2018年 5月 18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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