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目录清单申报指南 

发电企业（集中式项目） 

 

一、申报流程 

 

 

 

 

 

用户注册：新能源发电企业在新能源云平台进行用户注

册，提交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作为与平台

内存量项目关联的依据。 

企业入驻：新能源发电企业在新能源云平台选择企业入

驻页面提交入驻申请，提交公司信息、法人或经办人信息、

上传身份证件、上传公司证件等，经审核通过后完成入驻。 

信息填报：新能源发电企业在新能源云平台选择补贴申

报页面进行信息填报，选择所属集团项目，填报申报补贴项

目清单所需信息。 

电网初审：省级电网企业对新能源发电企业申报项目材

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核对。 

能源主管部门复审：省级电网企业将通过初审的项目清



单，通过新能源云平台向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申报复

审，并取得审核确认结果。 

信息管理中心复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将通过省级主管

部门复审的项目清单，通过新能源云平台报送国家可再生能

源信息管理中心进行复核，并取得复核结果。 

项目清单公示和公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将国家可再生

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复核结果，通过新能源云平台公示，公示

期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将正式公

布可再生能源补贴项目清单，并同步报送财政部、发展改革

委和国家能源局。 

二、申报说明 

1、集中式项目 

（1） 访问新能源云官网 

使用 google 浏览器登录新能源云官网，网站地址为

http://sgnec.esgcc.com.cn。 

（2） 用户注册登录 

未注册过的用户需先进行注册再登录。浏览官网首页，

如下图： 

http://sgnec.esgcc.com.cn/


 

点击右上角的【注册】，弹出用户注册页面，如下图： 

 

输入“手机号”、“设置密码”、“确认密码”和“验证码”，

点击【注册】，完成注册，进入登录页面，如下图。 

 



已注册过的用户登录。浏览官网首页，如下图： 

 

点击右上角的【登录】，弹出登录页面，如下图： 

 
输入“手机号”、“密码”和“验证码”，点击【登录】，

进入已登录页面，如下图： 



 

（3） 企业入驻 

使用账号登录新能源云网站，如下图： 

 

点击菜单栏中的【企业入驻】，进入企业入驻申请页面，

如下图： 



 
选择【已仔细阅读并同意】，点击【下一步】，进入入驻

信息填写页面，如下图： 

 
输入公司信息、法人或经办人信息、上传身份证件、上

传公司证件，点击【提交】，进入入驻信息确认页面，点击

【确认】完成电源企业入驻申请，待新能源云审核。 

（4） 信息填报 

登录后，点击规划建设-补贴申报菜单，如下图： 



 

进入到补贴申报页面，如下图： 

 

表格中默认显示的是该登录发电企业已并网项目，可通

过“项目名称”模糊查询，“项目地址”、“项目类别”、“申

报时间”、“申报状态”查询过滤项目。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项目清单申报要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点击

“操作”栏【申报】按钮，如下图: 



 

打开申报项目页面，如下图： 

 
核对并填写项目信息。底色为灰色的信息项由系统自动

填充，不可编辑；其他信息项由用户编辑；标注红星的信息

项为必填信息项。点击【保存】保存已编辑的信息项。点击

【申报】完成项目申报。 

本次申报补贴项目清单的项目，新能源发电企业需填报

以下信息： 

1) 基本信息，包括经纬度、所属最高集团公司名、联

系人等，如下图: 



 
2) 指标信息，包括项目指标名称、项目属性、指标文

件、发布单位等，如下图: 

 
3) 核准/备案信息，包括项目核准/备案名称、核准/备

案规模、核准/备案文件、印发单位等，如下图: 



 
4) 接入系统信息，包括接入系统方案文件、印发时间

等，如下图: 

 
5) 并网信息，包括首台机组并网时间、全部机组并网

时间、实际已并网规模及证明材料等，如下图: 



 
6) 电价信息，包括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电价及文件，并

网时本地燃煤标杆电价等，如下图: 

 
7) 申报承诺书，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对填报信息真实性、

有效性进行承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下图: 



 
（5） 申报状态说明 

1) 【未提交】：发电企业未点击【申报】的项目。 

2) 【电网初审】：发电企业点【申报】进入电网初审环

节的项目。 

3) 【能源主管部门复审】：通过电网初审，进入能源主

管部门复审环节的项目。 

4) 【信息管理中心复核】：通过电网初审、能源主管部

门复审，进入到信息管理中心复核环节的项目。 

5) 【项目公示】：通过电网初审、能源主管部门复审、

信息管理中心复核，进入到项目清单公示和公布环节的项目。 

6) 【已纳入目录】：通过电网初审、能源主管部门复审、

信息管理中心复核、项目清单公示和公布，实际已纳入补贴

目录的项目。 

7) 【审核未通过】：电网初审、能源主管部门复审、信

息管理中心复核其中任一环节不通过的项目。 



（6） 项目信息查看 

点击“项目名称”栏的项目名称，如下图： 

 

打开“项目详情”查看项目的“基本信息”、“指标信息”、

“核准/备案信息”、“接入系统信息”、“并网信息”、“电价信

息”、“申报承诺书”，具体信息项见（3）信息填报部分。底

色为灰色的信息项由系统自动填充，其他信息项由用户填写，

“项目详情”中所有信息项不可编辑。 

（7） 重新申报 

申报状态是【审核未通过】的项目，需点击“操作”栏

的【申报】，如下图： 



 

打开申报项目页面，查看“审核意见”信息，如下图: 

 

核对并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指标信息”、“核准/

备案信息”、“接入系统信息”、“并网信息”、“电价信息”、“申

报承诺书”。具体填报要求见（3）信息填报部分。底色为灰

色的信息项由系统自动填充，不可编辑；其他信息项由用户

编辑；标注红星的信息项为必填信息项。点击【保存】保存



已编辑的信息项。点击【申报】完成项目重新申报。 

2. 非自然人分布式项目 

根据集中式项目申报和审核工作进展，后续陆续开放。 

三、注意事项 

1.发电企业符合补贴清单申报条件的项目如果在项目列

表中没有找到，请联系所属电网公司增加项目信息。 

2. 若项目不可修改信息有误，请点击首页意见反馈。 

3. 为了给您良好的用户体验，建议您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访问国网新能源云。 

 

附件： 

1. 填报信息提示说明表 

2. 补贴清单申报审核流程 

 

 

  



附件 1 

填报信息提示说明表 

数据项名称 填报说明（界面提醒） 

项 目 信

息 

项目名称 系统已生成 

详细地址 
说明：详细地址具体到乡镇、村、街道等 

样例：常路镇上庄村幸福街5号 

项目调度名称 系统已生成 

具体坐标 
说明：以小数点表示，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 

样例：117.861585 

接入电网 说明：选择省公司 

能源类型 
说明：选择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海洋能发电、

地热能发电、储能、其他 

项目类型 

说明：风电选择陆上集中式风电、陆上分散式风电、海上

风电；太阳能发电选择集中式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光

热发电；生物质发电选择沼气发电、农林生物质发电、垃

圾发电；储能选择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物理储能。 

项目公司 
说明：填写新能源项目所属公司全称 

样例：蒙阴县东大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说明：填写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字+字母） 

样例：91371328312648308M 

所属最高级集团公司

名 
选择所属最高级集团全称 

项目法人主体变更说

明 

说明：若本项目法人存在变更情况，需上传项目法人主体

变更说明材料。文件命名规范：项目名称_企业名称_法

人主体变更说明材料.pdf 

文件命名样例：承德御源围场富丰风电场_华能定边新能

源发电公司_法人主体变更说明材料.pdf 

联系人名 

说明：填写业务联系人姓名（分布式项目联系人即为自然

人业主） 

样例：李吉星 

身份证号 
说明：填写联系人18位身份证号吗（数字+字母） 

样例：372829196809090001 

手机号 
说明：填写联系人11位手机号码 

样例：18888888888 

指 标 信

息 

项目指标名 

说明：：填写指标文件（年度建设方案、基地建设方案、

示范项目等）中的项目名称 

样例：华润海原尖尖山风电项目 

指标规模(MW) 
说明：填写指标规模，保留两位小数 

实例：30.32 



是否为“领跑者”基

地项目 
选择 是/否 

是否为平价项目 说明：选择 是/否 

是否为扶贫项目 选择 是/否 

扶贫项目类型 
说明：若是扶贫项目，可选择地面扶贫光伏电站，户用扶

贫光伏系统，村级扶贫光伏电站。 

指标发布单位 
说明：填写发文单位名称 

样例：国家能源局 

指标发布单位层级 说明：选择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指标文件名号 
说明：填写文件名称文号 

样例：冀发改能源〔2014〕1068号 

指标文件印发时间 说明：选择日期（yyyy-mm-dd） 

指标文件附件 

说明：上传指标文件附件，PDF格式，文件命名规范：项

目名称_指标文件名_名号.pdf 

文件命名样例：承德御源围场富丰风电场_河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承德风电基地二期

项目建设方案的复函》的通知_冀发改能源〔2014〕1068

号 

核准/备

案信息 

项目核准/备案名 

说明：填写核准/备案文件批复的项目名称 

样例：蒙阴县东大新能源有限公司常路30MW光伏发电项

目 

项目核准/备案规模

（MW） 

说明：填写核准文件项目规模，保留2位小数 

样例：30.32 

项目核准/备案发文单

位 

说明：填写发文单位名称 

样例：如国家能源局 

项目核准/备案发文单

位层级 
说明：选择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项目核准/备案文件名

号 

说明：填写文件名称、文号（分布式项目若在线备案，改

为填写备案编码） 

样例：陕发改新能源〔2014〕1582号 

项目核准/备案文件印

发时间 
说明：选择日期（yyyy-mm-dd） 

项目核准/备案文件附

件 

说明：上传项目核准/备案文件附件以及核准延期文件，

PDF格式或RAR格式，文件命名规范：项目名称_项目核

准/备案文件名_文号.pdf 

文件命名样例：华能定边杨井沈口子风电场工程项目_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华能定边新能源发电公司

定边杨井沈口子风电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_陕发改新

能源〔2014〕1582号.pdf 

接 入 系

统信息 

接入电压等级 说明：选择电压等级 

接入系统方案印发时

间 
说明：选择日期（yyyy-mm-dd） 



接入系统方案印发文

件名号 

说明：填写文件名称、文号 

样例：陕电发展〔2019〕70号 

接入系统方案印发文

件附件 

说明：上传印发接入系统方案的通知,PDF格式，文件命

名规范：项目名称_接入系统方案文件名_文号.pdf 

命名样例：安塞建坪风电项目_关于印发安塞中电工程新

能源有限公司安塞建坪风电场接入系统方案评审意见的

通知_陕电发展﹝2019﹞70号.pdf 

并 网 信

息 

首台机组并网时间 说明：选择日期（yyyy-mm-dd） 

首台机组并网证明材

料 

说明：上传首台机组并网证明材料，PDF格式或RAR压

缩文件，文件命名规范：项目名称_首台机组并网证明材

料.pdf 

命名样例：安塞建坪风电项目_首台机组并网证明材

料.pdf 

全部机组并网时间 说明：选择日期（yyyy-mm-dd） 

全部机组并网证明材

料 

说明：上传全部机组并网证明材料,PDF格式或RAR压缩

文件，文件命名规范：项目名称_全部机组并网证明材

料.pdf 

命名样例：安塞建坪风电项目_全部机组并网证明材

料.pdf 

实 际 已 并 网 规 模

（MW） 

说明：填写已并网规模，保留2位小数 

样例：30.12 

电 价 信

息 

电价文件文件名号 
说明：填写文件名、文号 

样例：冀价管﹝2011﹞62号 

电价文件印发时间 说明：选择日期（yyyy-mm-dd） 

价格部门确认上网电

价（含税）(元/千瓦时) 

说明：填写确认的上网电价（含税），元/千瓦时，小数

保留5位 

样例：0.34523 

并网时本地燃煤标杆

电价（含税）(元/千瓦

时) 

说明：填写并网时本地燃煤标杆电价（含税）,元/千瓦时，

小数保留5位 

样例：0.32612 

电价文件附件 

说明：上传文件文本或扫描件，PDF格式或RAR格式，

文件命名规范：项目名称电价文件名_文号.pdf 

命名样例：昌黎大滩风电场48MW工程_河北省物价局关

于调整电网电价的通知_冀价管﹝2011﹞62号.pdf 

申 报 承

诺书 
项目业主申报承诺书 

说明：请先下载《项目业主申报承诺书》模板，打印并签

字盖章，扫描后上传。PDF格式，文件命名规范：项目名

称_承诺书.pdf 

命名样例：安塞建坪风电项目_承诺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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