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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quarie完成对西班⽛CSP项⽬的

9000万欧元债务投资

西班⽛CSP项⽬装机量120MW，包括

世界上第⼀个实现 24⼩时运⾏的 20MW

Gemasolar 塔式发电⼚，以及两个50MW

槽式太阳能园区Valle1和Valle2。该投资组

合位于安达卢西亚，⽣产可以为  84,000多

个西班⽛家庭供电的绿⾊能源，并且每年减

少碳排放126,000吨。

Macquarie资产管理私⼈信贷团队董事

总经理  Tom van Rijsewijk表⽰： “西班⽛

制定了⼀个雄⼼勃勃的⽬标，即到  2030年

将其可再⽣能源装机量增加到60GW，其中

包括5GW的新CSP装机量。我们很⾼兴再

次与Q-Energy合作，通过这种创新的CSP

技术为电⽹提供灵活的和清洁的电⼒。”

CSP⼯⼚的扩展运营得益于其熔盐存储

能⼒，⽆论是否存在恒定的太阳辐射，可根

据需求向电⽹供应可再⽣能源。Valle⼯⼚

的运⾏温度⾼达400°C，⽽Gemasolar装置

的运⾏温度可以达到550°C以上。

⾃2012年以来，Macquarie资产管理

的私⼈信贷团队已在超过35个可再⽣能源

项⽬中投资了约26亿欧元，总装机容量约

为13.7GW。

上海电⽓在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太阳能园区的光热塔式和

槽式电站取得重⼤进展 

上海电⽓宣布，5⽉9⽇，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太阳能园区四期抛

物槽⼆期电⼚（PT2）⾸次熔盐罐⽔压试验

取得积极成果，为下⼀阶段的熔盐系统定制

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聚光太阳能发电

(CSP) 塔内完成熔盐管道安装后进⾏测

试，这标志着建设进度的另⼀个重要⾥程

碑。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太阳能园区四期⼯程是世界上最⼤的单站聚

光太阳能（CSP）项⽬，采⽤世界领先的

混合太阳能技术，产⽣950MW清洁能源，

其中包括⼀座100MW的CSP塔式发电⼚、

三个200MW槽式发电⼚和250MW的光伏

(PV)容量。

这座⾼260⽶的塔式发电⼚的中⼼也将

成为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最⾼的建筑物。完成

后，太阳能塔式和槽式电站的联合热能存储

将实现24/7的能源可⽤性，每个槽式  CSP

电站的储能能⼒为13.5⼩时，塔式电站拥

有⻓达15⼩时的储能能⼒。

由⽐尔盖茨⽀持的 CSP“Sunlight

Refinery”项⽬

其公司 Heliogen 融资 1.08 亿美元 

Heliogen 是⼀家利⽤太阳能替代化⽯

燃料的可再⽣能源技术公司，今天宣布已在

两轮融资中筹集了1.08亿美元，以加速其

Sunlight Refinery™ 项⽬的全球部署，这

是⼀个交钥匙聚光太阳能系统，旨在获得⾼

温热能、电⼒和绿⾊氢的⽆碳能源且⽐化⽯

燃料更具成本效益。

2019 年  11 ⽉，Heliogen已成功展⽰

了第⼀个利⽤聚光太阳能超过 1000 ℃的商

业解决⽅案。Sunlight Refinery 独有的先

进计算机视觉软件可精确对⻬⼀系列镜⼦，

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将阳光反射到单个⽬标，

提供⾼温、⽆碳的热能。  基线系统将提供

⼯业级热量，能够在⽔泥、钢铁和⽯化⽣产

等过程中替代化⽯燃料。 Heliogen 的技术

还将通过添加超临界⼆氧化碳涡轮机和绿⾊

氢燃料⽣产与电解槽相结合来实现发电。

Heliogen ⾸席执⾏官兼创始⼈  Bill

Gross 表⽰： “清洁能源的加速转变为

Heliogen 注⼊了新的⽀持。我们获得了资

源，可以开展更多针对碳密集度⾼的项⽬，

并努⼒实现我们为地球上每个⼈降低能源价

格和排放量的⽬标。”

各国储能政策

加拿⼤基础设施银⾏投资1.7亿加元⽀持

GWh级储能项⽬开发 

近⽇，加拿⼤基础设施银⾏（CIB）同

意在安⼤略省西南部的250MW/1000MWh

的 Oneida 储 能 项 ⽬ 中 投 资 1.7 亿 加 元

(1.4126亿美元 )。OneidaEnergy Storage

LP将与私营部⻔贷款机构⼀起为该项⽬提

供资⾦，据估计约为5亿加元。预计今年秋

天将开始施⼯。

加拿⼤基础设施银⾏和项⽬开发商于今

年1⽉签署了⼀份谅解备忘录，做出了融资

承诺。该项⽬将在⾮⾼峰期储存过剩能源，

并提供电⽹平衡服务，降低可再⽣能源的弃

电量。

OneidaEnergy Storage LP与NRStor

Inc. 和 Six Nations ofthe Grand River

Development Corp. 的 合 作 ， 将 为 Six

Nations 社区成员创造实习和就业机会。

OneidaEnergy Storage将负责储能项⽬的

设计、施⼯、运营和维护。

该项⽬是CIB的25亿加元清洁能源投资

的⼀部分，旨在与⼟著⼈⺠合作，在项⽬中

投资⾄少10亿加元。

储能投资税收抵免（ITC）如何为独⽴部

署储能系统提供⼀席之地 

在美国新⼀届政府以及各州政府越来越

认识到脱碳和电⽓化是政治和经济赢家的推

动下，在制定的能源政策⽅⾯也出现了⼀些

积极的信号。美国政府发布的基础设施法案

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对清洁能源、电⽹和脱

碳的最⼤⼀笔投资。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政

府正在倡导从清洁能源标准到碳税，再到激

励新的⾼压输电线路的税收抵免等政策，清

洁能源倡导者为此将获得更多的市场机遇。

迄今为⽌，储能系统只有与太阳能发电

设施配套部署才能获得太阳能投资税收抵免

(ITC)的激励。但是，只有与太阳能发电设

施配套部署的储能系统才能获得美国联邦投

资税收抵免，这显然低估了储能系统提供的

好处。储能系统可为医院等关键负荷中⼼提

供备⽤电源，还通过频率调节和备⽤电源等

电⽹服务提⾼了电⽹的灵活性、可靠性和弹

性。

储能系统对于美国政府实现激进⽓候⽬

标⾄关重要。美国储能协会(ESA)表⽰，美

国今后需要部署总装机容量为97GW的储能

系统才能实现其到 2030年的⽓候变化⽬

标。简⽽⾔之，储能系统除了与可再⽣能源

发电设施配套部署之外，独⽴部署的电池储

能系统也是清洁能源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美国应该制定优先部署这种储能

系统的能源政策。

投资税收抵免（ ITC）对于美国太阳能

发电市场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激励措

施，并且很可能会为独⽴部署的储能系统提

供投资税收抵免（ ITC）。这降低了太阳能

发电的成本，并在项⽬实施之前提⾼确定

性。投资税收抵免（ ITC）可⽤性的⻓期性

质向资本市场、制造商和项⽬开发商发出了

⼀个强有⼒的信号。稳定的政策环境使太阳

能发电市场蓬勃发展，甚⾄超出了10年前

最乐观的预测。⽽独⽴部署储能系统获得投

资税收抵免（ ITC），将为储能系统制造

商、储能系统优化商、项⽬投资商和开发商

发出积极的市场激励信号，即对储能价值链

的投资可以带来良好的回报。

双碳计划

报告称净零排放路径中可再⽣能源将成

主导能源

能源产运消彻底转型在即

报告称，过去⼀年来，承诺实现净零排

放的国家数量迅速增加，现已覆盖全球约

70%的⼆氧化碳排放量。

“需要各国政府⼤⼒加强并成功实施能

源与⽓候政策。 ”国际能源署电⼒展望部⻔

负责⼈Brent Wanner说。

报告提到，占温室⽓体排放约3/4的能

源领域，成为当今⼈类应对⽓候变化危机的

关键。全球要实现“2050年⼆氧化碳降⾄净

零排放 ”的⽬标，需要能源⽣产、运输和消

费⽅式的彻底转型。

他建议分阶段兑现全球2050年净零排

放⽬标，到2025年，需停⽌销售化⽯燃料

锅炉，⽆减排措施的煤电项⽬不应得到获

准；到2030年发达经济体应逐步淘汰⽆减

排的煤炭，所有新建建筑都应为零碳，且做

好能源普遍获取准备；到2035年，停⽌销

售新的内燃机汽⻋，发达经济体整体实现净

零电⼒；到2040年，⼀半现有建筑经改造

实现净零，全球电⼒⾏业实现净零，逐步淘

汰⽆减排措施的煤电和油电项⽬；到2050

年，全球超过90%的重⼯业实现低排放，超

过85%的建筑实现零碳，近70%发电量来

⾃光伏和⻛电。

提⾼能效与电⽓化是关键路径

报告强调了提⾼能效，即 “需要⼤量部

署所有可⽤的清洁⾼效能源技术 ”对于实现

全球净零排放⽬标的重要性。

“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提⾼能效，

到2030年前能源强度每年平均降低4%，降

低速度约为过去20年平均⽔平的3倍。并部

署⼀切可⽤的减排措施和技术，使得来⾃化

⽯燃料供应的甲烷排放在未来 10年减少

75%”。

报告同时指出，越来越便宜的可再⽣能

源技术，使电⼒在通向净零排放的赛道中脱

颖⽽出。电⽓化将成为整个经济领域减排⾄

关重要的⼿段。

可再⽣能源供应占⽐可升⾄2/3

在这份报告提出的净零排放路径中，可

再⽣能源将逐渐成为主导能源。报告认为，

未来10年太阳能和⻛能要迅速扩张：2030

年 之 前 ， 太 阳 能 光 伏 每 年 新 增 装 机

630GW，⻛电每年新增装机390GW，增速

达到2020年纪录⽔平的4倍。报告进⼀步测

算，到2050年，全球要实现净零排放，近

90%的发电将来⾃可再⽣能源，⻛能和太阳

能光伏发电合计占近70%，其余⼤部分来⾃

核电。届时，⻛能、太阳能、⽣物能、地热

能和⽔能将占能源供应总量的2/3。

届时化⽯燃料消费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

占⽐，则将由⽬前的近4/5减少到略超于

1/5。“在全球净零排放⽬标情形下，预计到

2050年，对未采⽤减排措施的煤炭的需求

将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降幅达98%；

天然⽓需求将下降⾄1.75万亿⽴⽅⽶，降

幅⾼达⼀半以上，达到55%；⽯油需求更将

下跌⾄ 2400万桶 /天，相⽐ 2020年的约

9000万桶/天降低75%”。

End

6⽉ 8⽇，国际能源署 (IEA)旗舰报告

《全球能源⾏业2050净零排放路线图》在

京发布。该报告测算，到2050年，全球要

实现净零排放，近90%的发电将来⾃可再⽣

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