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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能源产业作为具有战略性和先导性的新兴产业，得到世界

各国普遍重视，目前已从单纯的开发利用逐步向产业链条延伸、

产业集聚融合、多元化应用等方面迈进。“十四五”期间是我国

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发展格局的关键新时期，是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国际大

都市的历史机遇期，也是西海岸新区深入践行国家战略、开启新

一轮高水平开放、实现率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新

能源发展是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转变发展方式和用能

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实现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整体

竞争力、带动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青岛西海岸新区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西岸，包括黄岛区全部行

政区域，其中陆域面积约 2182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5000 平方

公里。处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内，处于京津冀

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之间核心地带，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具

有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战略优势，是黄河流域主要出海通道和

欧亚大陆桥东部重要端点。为促进新区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绿色高质高效发展，根据党的十九大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国家能源战略部署以及《国

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山东省新能源

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8 年）》《山东省氢能产业中长期发展

https://baike.so.com/doc/4334462-45392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50463-332013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15205-57485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15205-57485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980327-10362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14916-3594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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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20-2030 年）》《青岛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0-2030）》

等文件精神，以 2020 年为基期，以 2025 年为目标规划期，制定

《青岛西海岸新区“十四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主要内容

包括发展基础、机遇挑战、总体目标、发展重点、重点工程和保

障措施六个部分，涵盖氢能、新能源汽车、风电、智慧能源与储

能以及海洋能、太阳能、生物质能、LNG 冷能、抽水蓄能等其

他能源领域，是“十四五”期间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

件。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以来，新区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

进高质量精准化“双招双引”，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成立新能

源产业专班，制定《青岛西海岸新区新能源产业推进工作方案》，

突出“大企业引领、好项目带动、产业链延伸、新技术应用”四

大抓手，全面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氢能、新

能源汽车、风电、智慧能源与储能以及太阳能等新能源应用与装

备领域重点项目有序推进，新模式加速涌现，产业规模及应用规

模稳步增长。 

新区能源结构方面传统能源仍占主导地位，煤、石油、天然

气在消费总量中占比达 87%，能源消费结构近年来快速优化，电

网变电站配置完整，具备良好的就地消纳能力，截止至 2020 年

底，新能源发电装机总量 75.8 万千瓦，发电量 16.4 亿千瓦时，

新能源电力消费占全区电力消费比重 12.1%。此外，新区具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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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产业基础，雄厚的制造业配套基础可有力支撑新区新能源装

备的发展，截止至 2020 年底，新区新能源产业 64 家规上企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 332 亿元，同比增长 23.4%，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9.2%。 

（一）氢能产业生态加速布局 

新区具备氢能发展利用的资源优势，青岛炼化、丽东化工、

海湾化学、金能科技等企业工业副产氢气充足，在建项目全部达

产后每年副产氢气可达 31.3 亿立方。 

美锦氢能生态园项目加速推进，投资 115 亿元打造集新能源

（含燃料电池）商用车整车生产项目、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生产线、

加氢站运营平台和全球性的氢能产学研用科创中心与燃料电池

检测中心为一体的氢能源科技生态园。山东港青岛港集团实现氢

能源集卡车运行应用，自动化码头二期氢动力完成 6 台自动化轨

道吊安装，为全球燃料电池首次在港口“轨道吊”实现应用。泊

里镇紧抓机遇，规划建设氢能小镇和产业园区，构建以“产业+

资本+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氢能产业发展体系。 

（二）新能源汽车业稳步壮大 

新区以上汽通用五菱为新能源整车龙头，动力电池与锂电隔

膜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日益集聚。2020 年，新能源汽

车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 41.8 亿，建成充电桩 5388 个。上汽

通用五菱的宝骏新能源 E100 和 E200 于 2019 年生产，2020 年产

能达 12 万台；力神（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设计年产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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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 100 亿瓦时；青岛蓝科途膜材料有限

公司的新型湿法锂电隔膜生产线年产能达 1.3 亿平方米。 

（三）风电应用与装备业并进 

新区风力资源具有一定开发价值， 120m 高度风速在

6.00m/s～6.80m/s 之间，风功率密度在 180W/m2～280W/m2之间,

全年可发电小时数相对较高，东部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发展海上

风电具备潜力。风电应用与装备产业全面发展，2020 年，新区

风电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 49.8 亿元。大唐、国电、国华 3

家企业建成集中式风电场 6 个，总装机容量约 51 万千瓦，发电

量达 7 亿千瓦时。中能融合研发生产新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达产

后产值近 100 亿元，德枫丹大兆瓦风力发电机零部件项目全部达

产后产值达 10 亿元。 

（四）光伏资源利用初现规模 

新区属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的三类地区，全年日照时数为

2200-3000h，在光伏发电、光热利用方面具备一定基础。2020

年，太阳能产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87 亿元。光伏发电项目

全面铺开，已建成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3597 个，总装机容量 11

万千瓦，发电量达 1 亿千瓦时。光伏利用已从屋顶光伏走向农光、

渔光互补，上上农业观光园结合太阳能光伏发电，打造全国一流

的高科技观光旅游及生态园区。 

（五）智慧能源与储能有突破 

智慧能源与储能产业快速发展，新模式不断涌现。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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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与储能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4.4 亿元。中德生态园

泛能微电网项目以能源多能互补、高效转化为核心，实现电、热

等多能源的互联互通和能源的梯级利用，已列入国家 28 个新能

源微电网示范工程。哈工程人才公寓全物联网化配电试点台区为

全国首个示范工程。中德生态园力神动力电池基地建设一期项目

现已投产，总投资 15.7 亿元，设计产能达 20 亿瓦时。青岛蓝科

途膜材料有限公司新型湿法锂电隔膜可大幅提升隔膜的拉伸强

度以及穿刺强度。 

（六）其他新能源应用更深入 

生物质资源种类众多且分布广泛，在扩大热电联产规模、生

物质燃煤耦合改造等方面具备条件；新区海域面积约 5000 平方

公里，区内海岸线 282 公里，海洋能资源探索开发利用空间巨大。 

2020 年，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其他新能源产业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 36 亿元。生物质能项目发展迅速，已建成生物质能

发电项目 6 个，总装机容量 18.3 万千瓦，2020 年发电量达 8.4

亿千瓦时，供热面积 1045 万平方米，每年可节省约 15 万吨标准

煤。生物质能从农林生物质利用逐步走向垃圾、污泥等生物质多

元化利用，其中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处理规模

达 2250t/d，赛轮污泥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年处理污泥 9 万吨，供

热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西海岸生物质热电项目年发电量约 1.9

亿千瓦时，2020 年实现供热面积 30 万平方米；海洋能、地热能、

空气能等应用不断深化，古镇口海水源供能 1 号能源站供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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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为 150MW,2020年供热量预期 35MW，

地热能热泵现状供热面积 32 万平方米，规划回收污水处理厂余

热，供热面积达 238 万平方米，建成泥布湾污水源项目。 

二、机遇挑战 

从发展趋势看，一是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

页岩油气革命性突破，世界油气供给开始呈现出石油输出国组

织、俄罗斯-中亚、北美等多极供应新格局，同时全球能源需求

正在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推进,全球能源供需格

局正进入深刻调整阶段；二是世界能源技术创新进入活跃期。能

源新技术与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太阳能、风能、

新能源汽车技术日益成熟，大规模储能、氢燃料电池、第四代核

电等技术有望突破，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各国

纷纷抢占能源技术先机，力求赢得能源产业发展制高点；三是国

内能源消费日益增长但保障能力持续增强。随着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水平稳步提升，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不断强化，清洁电力装机规

模持续壮大，我国能源生产增速将延续高于消费增速的态势，能

源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但能源总体供需宽松与个别品种区域

性、时段性供给紧张并存的问题仍然存在。 

从发展机遇看，一是新技术不断涌现。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

革加速孕育、集聚迸发，新能源领域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为经济

快速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给新能源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二是

新模式日趋成熟。随着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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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一能源向综合能源融合发展模式转变，集中式能源向集中式

与分布式互补协调转变，并逐步走向规模化应用；三是新基建引

领应用热潮。随着特高压、5G 基站、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等新基建深入开展，新能源应用将更加普及，渗透率不断

提高，氢能等新兴能源逐步走上前台，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四是

双碳目标加速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我国提出“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气候行动目标，推动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双碳

目标将加速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型、高碳能源向低碳绿色能源转

型。 

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一是市场应用企业居多，中上游核心技术竞争力有待

强化。新区新能源产业主要集中在下游的市场应用，在风电规模

开发利用、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热电联产等领域近

年来均有较大突破，装机规模不断扩大，而位于中上游的材料、

核心设备、装备制造及零部件等领域仅有少数几家企业，且与国

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二是行业龙头带动不足，产业集群效

应未凸显。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区重点产业，虽依托上汽通用五菱

新能源、力神、蓝科途等骨干企业在整车制造、动力电池以及隔

膜材料等方面具有产业发展基础，但缺失行业龙头带动，同时正

负极材料、电解液、电机、电控等领域仍为空白，产业链本地配

套率低，未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三是产业核心要素稀缺，持续创

https://www.so.com/link?m=bKl1pcXf3Zu2/84kMHqE597wYXtMNvSCVlgYA3wfCiWF50puew4CwD8eXo+jf1QmCBuZTq+tXaMGJl0d+PIR3KlIbg5DfONTTNopldGalgOkx/OpFe8svsYUfMpdJ2Bcx+DK4iUM3BzD3ECt9GuldlzrqXOmYiXN0X+KTuE/uTNrEGoJxZRvwp/kgD+avtCHQzWMpw/UYi0TGdvrvXhk+TFJG3XSOGp1G
https://www.so.com/link?m=bKl1pcXf3Zu2/84kMHqE597wYXtMNvSCVlgYA3wfCiWF50puew4CwD8eXo+jf1QmCBuZTq+tXaMGJl0d+PIR3KlIbg5DfONTTNopldGalgOkx/OpFe8svsYUfMpdJ2Bcx+DK4iUM3BzD3ECt9GuldlzrqXOmYiXN0X+KTuE/uTNrEGoJxZRvwp/kgD+avtCHQzWMpw/UYi0TGdvrvXhk+TFJG3XSOGp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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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后劲不足。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与技术，新能源产业项目

普遍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新区产业投资机构匮乏，新能

源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引导不足；同时新区在高素质企业家群体、

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新能源研究院所等方面较为薄弱，特别是氢能

以及智慧能源等新兴领域，制约了新区新能源产业的创新融合发

展。 

三、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

决落实中央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指示要求和省、市新旧动能

转换等具体要求，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推进能源革命，深

入践行四大国家战略，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坚持减

排降碳、低碳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构建绿色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打造一批全国领先、在全球行业内有

影响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积极推动新区新能源产业实现集群式

高质量发展，为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

撑。 

（二）发展原则 

1.突出重点，集聚发展 

聚焦新区氢能、新能源汽车、风电以及智慧能源与储能、特

色优势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培育企业龙头，加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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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集聚布局，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高地。 

2.技术引领，融合创新 

坚持技术引领，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跨界融合发展，加大应

用场景开放，培育四新业态，打造新能源产业技术融合创新发展

新经济生态。 

3.节能高效，绿色生态 

坚持节约资源基本国策，推行节能型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广

清洁低碳能源，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结构，促进新区绿色生态建

设。 

（三）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显著提升。到 2022 年，新区新能源产业总产值达

到 406 亿元，到 2025 年，打造氢能、新能源汽车、风电以及智

慧能源与储能产业集群，新区新能源产业总产值达到 612 亿元。 

应用规模进一步扩大。到 2022 年，新能源发电量达到 17 亿

千瓦时以上，新能源发电装机总量达到 100 万千瓦，新能源电力

消费比重达到 9%。到 2025 年，新能源发电量达到 50 亿千瓦时，

新能源发电装机总量达到 300 万千瓦，新能源电力消费比重达到

13%，绿色低碳、节能高效、多元互补、智慧互联的现代能源体

系逐步形成。 

产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到 2025 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力争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培育形成一批“四新”企业，打造

一批国内领先的新能源企业和品牌，打造富有生态竞争力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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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表 1           新区“十四五”新能源产业规划主要发展指标 

指标 
利用规模 

单位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一、新能源产业 - - - - 

新能源产业规上总产值 亿元 329 406 612 

1.氢能产业 亿元 0 12 100 

2.新能源汽车产业 亿元 42 65 130 

3.风电产业 亿元 50 60 70 

4.智慧能源与储能产业 亿元 14 17 22 

5.光伏产业 亿元 187 214 247 

6.其他新能源产业 亿元 36 38 43 

二、新能源应用 - - - - 

1.新能源发电量 亿千瓦时 16.4 17.5 50 

2.新能源电力消费比重 % 12.1 9.5 13 

3.新能源发电装机总量 万千瓦 75.8 100 300 

（四）空间布局 

以创新资源与产业集聚基地重构产业空间组织模式，构建产

业集聚基地-产业园区-示范项目三层产业空间体系，重点依托泊

里镇与董家口循环经济区、国际经济合作区以及军民融合古镇口

核心区三大产业集聚基地，结合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

区、国际合作区智慧能源与储能装备等产业园区，联动遍及全区

的示范项目，打造三核引领、多园集聚、全区示范联动发展的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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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泊里镇与董家口循环经济区重点发展氢能生产、示范利用

以及装备研发生产，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全力推进氢能产业园、

氢能小城镇、氢能港口建设，打造国内氢能产业集聚高地。依托

中石化 LNG 接收站，推动发展 LNG 冷能梯级综合利用。 

在国际经济合作区重点发展智慧能源与储能、分布式能源多

能互补应用示范，依托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日

国际客厅等园区建设，加强新能源领域国际合作，打造国内具有

影响力的智慧能源示范基地；在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

岛片区，探索建设能源国际合作平台及能源交易中心。在经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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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在全区重点推广新能

源汽车应用示范，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品牌中高端的历史突破，

打造国内新能源汽车新势力。 

在古镇口核心区周边东部深远海域以及藏马山周边重点发

展风电利用，强化陆海风电产业上下游联动集群发展，打造国家

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示范基地。 

依托新区现有资源分布及可利用状态，开展海洋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特色优势新能源全区范围内的利用推广示范，助推特

色优势新能源产业化。 

四、发展重点 

基于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面向产业发展趋势与机遇，

务实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聚焦优势产业创新提升，集聚发展氢能

产业，聚焦发展中高端新能源汽车，联动发展陆海风电，融合发

展智慧能源与储能，突破发展特色优势新能源，培育壮大新能源

重点产业集群，加速新区能源结构优化，推动新区新能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一）集聚发展氢能产业 

1.发展方向 

打造氢能创新发展试验示范区，依托泊里、董家口区域资源、

区位、港口等优势，推动氢能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发挥引领

带作用，打造泊里镇氢能产业示范区，因地制宜在全区范围内加

快氢能产业布局，联合相关地市积极申报山东省燃料电池汽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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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城市群。完善氢能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下游推广应用，通

过试点示范加速氢能产业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进程，培育一批一

流氢能装备制造企业、燃料电池和动力系统集成研发制造企业、

整车生产企业，形成制、储、运、用的全产业链系统布局。氢能

生产方面，执行由“资源型”向“技术型”制氢转换的长远战略，

利用新区工业副产氢优势，大力发展氢气回收、提纯利用技术，

同时研究发展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生物制氢、太阳能光催化

分解水制氢、甲醇高效催化制氢等绿色制氢技术；技术研发方面，

积极搭建产学研金对接平台，鼓励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强氢能

与燃料电池技术攻关与核心技术实质突破。推动成立青岛氢能及

燃料电池产业联盟，强化与氢能科研院所联合研发，积极引进国

内外先进燃料电池技术及氢气储运技术，着力提升氢能源及燃料

电池领域核心技术研发能力，重点支持加氢机、燃料电池体系检

测、氢气品质检测等关键装备和技术、工艺研发，推进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化；装备制造方面，引进国际化工业气

体公司及具有高压供氢、加氢或液氢制备加注核心技术的企业，

重点发展高压储罐、氢气压缩机、液氢泵等核心储氢装备及成套

储氢设备，优先发展车载高压储氢装备和加氢站储氢装备，发展

用于船舶的大规模氢气运输技术和装备，依托海西湾造修船基

地，打造氢能船舶研发、制造基地，探索培育氢能品牌汽车，重

点研发燃料电池客车、物流车、环卫车等多种车型，培育新的增

长点；氢能应用方面，不断拓宽氢能应用领域，重点研究拓展氢

https://www.so.com/link?m=b3qIGHVXBCuB8+5kMxtIMRTkvKDDtCC4INqd/FXhREhFhmWmwldsSBO+P50K4TBaTI+T5VpOKlip5LP1+3Bd0VRPOR1wavyzUjR5u4AbkeY0Qo8hL9fvTmGB2gEOC3qbyogzeSoy7BcJBlp0/i1Pd24r1FXPbKlAMk77uN/adU1mmZtXc/RfHBuR4tt4gbd7mQobwuXAbR9oVjJ0RDMT/rfASPeMViYpRBGs+ny3/90+OFwyyzLP+g7pxKmGliQJytjkBo/s9dL+Foet1nk+0YMn2Sxc=
https://www.so.com/link?m=b3qIGHVXBCuB8+5kMxtIMRTkvKDDtCC4INqd/FXhREhFhmWmwldsSBO+P50K4TBaTI+T5VpOKlip5LP1+3Bd0VRPOR1wavyzUjR5u4AbkeY0Qo8hL9fvTmGB2gEOC3qbyogzeSoy7BcJBlp0/i1Pd24r1FXPbKlAMk77uN/adU1mmZtXc/RfHBuR4tt4gbd7mQobwuXAbR9oVjJ0RDMT/rfASPeMViYpRBGs+ny3/90+OFwyyzLP+g7pxKmGliQJytjkBo/s9dL+Foet1nk+0YMn2S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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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轨道交通、特种车辆、汽车、港口等领域应用，探索燃料电

池分布式发电、备用电源等领域发展。2022 年，氢能产业规上

产值达到 12 亿元，推广各类燃料电池车辆 300 辆；2025 年，氢

能产业规上产值达到 100 亿元，累计推广各类燃料电池车辆 1000

辆。 

2.重点推进项目及招引企业 

依托董家口化工园区副产氢优势和美锦氢能科技园等项目，

重点招引制氢设备、氢气液化、加氢站、储氢装备、固态储氢材

料、燃料电池、储运设施等制、储、运、用产业链知名企业或高

技术初创企业。 
专栏 1 

重点推进项目：美锦能源氢能科技园项目、金能科技新材料与氢能源综合利用

项目、康普锐斯加氢站用压缩机项目、山东港口青岛港氢能示范项目、全德氢能源

产业化及氢能科技中心项目、氢能示范公交项目。 

重点招引企业：巴拉德、丰田、日本东丽、武汉扬子江、江淮汽车、东风、上

汽大通、中国神华、富瑞特装、东方电气、比亚迪、亿华通、中氢科技、国家电投

集团氢能公司、雪人股份、雄韬氢雄、国氢能源科技等。 

（二）聚焦发展中高端新能源汽车 

1．发展方向 

依托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力神（青岛）新能源

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以智能化、网联化为方向，以新能源汽车

中高端品牌整车厂招引培育为主要任务，发展品牌新能源整车、

“三电系统”及核心部件、智能驾驶系统与网联应用，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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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车竞争优势，发展新的整车制造项目，以纯电动汽车企业为重

点，推动新能源品牌汽车整车产业化，推进质量品牌建设，打造

知名中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差异化发展中高端、新型专用车，

配套发展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化关联服务产业。推动新能源汽车

集群化发展，打造形成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备、正负极材料、

隔膜、电池电解液到动力电池成品制造，从新能源汽车的电机、

电控、电源、电动总成到整车制造，从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到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具有完整产业链条的产业集群。依托青岛汽车

口岸优势，大力发展汽车进出口贸易。2022 年，新能源汽车产

量达到 18 万辆左右，新能源汽车产业规上产值达 65 亿元；2025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23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业规上产值达

130 亿元。 

2.重点推进项目及招引企业 

推进新区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隔膜等产业重点项目，着

力补齐产业集群链条，提高本地配套率，重点招引国内外知名新

能源中高端品牌整车制造、锂电材料、智能控制以及智能网联技

术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知名企业。 
专栏 2 

重点推进项目：力神动力电池项目、上汽通用五菱项目、朗进新能源设备项目等。 

重点招引企业：惠州比亚迪电池、丰田汽车、戴姆勒、潍柴动力、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松下电池、LG化学、宁德时代、西门子、采埃孚、精进电动、上海电驱动股份、

天赐材料、星源材质等。 

（三）联动发展陆海风电 

1.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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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新区内风能资源、能源需求，有序推进陆上分散式风电

开发，以海上风电项目为突破口，推动风电开发应用走向深远海，

助力新区打造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基地和海洋经济国家合作先

导区。依托风电机组、塔筒等风电装备及关键部件产业基础，促

进风电装备产业走向集群化、高端化，推动形成集研发设计、智

能制造、开发利用、运维服务于一体的风电全产业链条。加速风

电与各产业融合创新，打造海上风电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基地。 

推进陆海风能开发利用。坚持消纳优先、陆海统筹，加强就

地利用，推进六汪镇、铁山街道等区域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发

挥新区海洋优势，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示范基地项目尽

快获批建设，并配套建设 10%储能项目，依托该项目加强高端关

键设备及零部件技术研发，围绕风资源评估、风电机组及关键零

部件生产制造、风电场设计建设施工控制运维等重点环节加强布

局，推动下游海上风电运维市场发展。 

打造风电装备及应用产业集群。以高端化、智能化为发展方

向，围绕风电机组及关键零部件等重点环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独立创新、联合创新，培育风电装备龙头企业，主轴承、主控系

统、液压系统、变压器、变流器等关键零部件生产领域加快布局

集聚，鼓励支持企业本地配套，加强在高效智能自动装备、大尺

寸叶片、控制系统、风电机组设计和工艺改进、叶轮捕风能力和

风能转换效率方面的技术研发。以需求为导向，依托新区雄厚的

装备制造产业基础，研发海上风电装备运维船等具备市场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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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及技术，培育风电装备细分市场行业龙头。以中枫丹风力发

电机零部件项目等装备制造项目以及大唐、国电、国华等风场运

营企业为依托，做强中下游风电机组、零部件生产及应用，结合

新区分散式风电规划，引导开发运营企业加强与本地企业在风机

及零部件采购等领域加强合作，加大本地化采购，提高本地配套

率，促进新区风电产业集群式、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促进风电融合创新。促进风电产业与装备制造产业、互联网

产业深度融合。重点依托分散式风电开发项目加快区域智能微网

建设，形成区域良性循环；结合海上风电开发项目，研发基于大

数据和云计算的海上风电场集群运控并网系统，建立海上风电大

数据中心平台。推动风电产业向高效、智能、自动方向发展，促

进风电并网消纳，降低本地弃风率。同时，开展海上风电与海上

养殖、风能制氢、智慧能源、储能、物联网以及旅游等产业融合

发展应用示范，探索风电海水淡化(分离式)以及风力直接驱动海

水淡化(耦合式)项目的商业化、规模化运营，最大限度发挥海域

资源效益，实现海上风电开发应用智慧化管理，培育壮大海上风

电产业链。选择无人岛规划建设新能源创新示范基地，集成以海

上风电为主的多种新能源，探索海岛新能源综合供给模式。 

2022 年，风电产业规上产值达到 60 亿元，风电装机容量达

到 60 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 9.5 亿千瓦时；2025 年，风电产业

规上产值达到 70 亿元，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60 万千瓦，年发电

量达到 30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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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推进项目及招引企业 

依托大唐、国电等风电场开发运营项目和风机、塔架等装备

制造项目，围绕分散式风电及海上风电开发利用，重点引进叶片、

风塔、减速器、风机等设备、核心零部件以及创新融合发展领域

知名企业和分散式风电开发运营企业。 
专栏 3 

重点推进项目：德枫丹大兆瓦风力发电机零部件项目、铁山街道分散式风电项目

等。 

重点招引企业：维斯塔斯、西门子歌美飒、德国 Enercon、金风科技、远景能源、

中材、中复连众、明阳智能、联合动力、中广核、中节能等。 

（四）创新发展光伏产业 

1.发展方向 

推动光热产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民用走向工商业应用、从

单一能源走向多能互补综合利用，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

工作，探索海上光伏发展，研究发展光热发电技术与模式创新，

加快分布式智慧能源产业化。 

推动光伏智慧应用场景。加强在农业、养殖业、建筑、生态

治理、扶贫、工业园区、建筑等领域的渗透融合，不断丰富光伏

水泵、光伏路灯、光伏树及光伏消费品等光伏应用产品型态，以

海尔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及太阳能工厂为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与光伏产业深度融合，探索“太阳能+”多能互

补智慧能源模式规模化、产业化。 

加强光伏产业智能装备发展水平。加快提升光伏产业智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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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水平，鼓励先进光伏电池组件及部件、太阳能玻璃等光伏装备

业发展，提高光伏产品全周期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线集中

监控与智能化管理调配。 

2022 年，太阳能产业规上产值达到 214 亿元，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达到 30 万千瓦，年发电量 4.1 亿千瓦时；2025 年，太阳

能产业规上产值达到 247 亿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40 万千

瓦，年发电量 16.8 亿千瓦时。 

2.重点推进项目及招引企业 

依托新区现有项目资源，以资源换产业，推进光伏产业链企

业在新区落地建厂，补齐新区光伏产业链。 
专栏 4 

重点推进项目：青岛胶河上上农业有限公司光伏发电项目、沐官岛渔光互补项目、

六汪 10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宝山 50MW光伏发电项目等。 

重点招引企业：协鑫集团、晶科能源控股、天合光能、阿特斯阳光电力、通威集

团、隆基绿能科技、晶澳太阳能、浙江正泰新能源、顺风国际清洁能源、特变电工新

疆新能源、阳光电源、东方日升新能源、江苏苏美达能源控股、信义光能控股。 

（五）融合发展智慧能源与储能 

1.发展方向 

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能源行业向

网络化、智能化、综合化、清洁化、多元化方向融合创新发展，

加强储能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推进储能新技术与新模式先行先

试，开展多场景应用示范。加强储能装备、电力装备研发，助推

新能源装备智能制造及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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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慧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慧能源与分布式能源、储能

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开展分布式能源智慧化示范，促进区域智能

微网建设，助推智慧能源实现产业化运营。融合储能技术建立多

能互补互联的综合能源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开展智

慧能源数字平台建设，积极培育能源大数据生态产业链。基于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海量实时数据的动态分析模型，结合设备数

据、电网数据、气象数据、交易数据、使用数据等，实现设备的

无人值守，远程监测，远程诊断和智能预警。同时，与电网公司

协同实现新能源电力的高效安全接入与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及应用场景。抢抓储能技术发展窗口期，

研究突破储能关键技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储能技术创新体

系。支持发电端、电网端、用电端储能技术和储能装备的研究发

展，推动储能应用场景多元化。在发电端，结合新能源发电项目

合理配置建设储能项目，配合电网调度，降低新能源发电的波动

性；在电网端，结合新基建，将传统的变电站和数据中心、储能

电站三站合一，实现向能源综合体的转型，提供调峰调频能力，

平滑用电端和发电端的波动；在应用端，发展储能在“户用光伏

+储能”、“5G 基站+储能”、“数据中心+储能”、“分布式新

能源发电+充电桩+储能”等多场景应用。 

推动电力装备、储能装备向高端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加强输变电装备、高端配套零部件、新型大功率电力电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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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电气成套装备等电力装备产业发展，研发新型、高效、可靠

的储能装置及配套设备、关键材料，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智能化

转型。 

2022 年，智慧能源规上产值达到 17 亿元，智慧能源项目达

到 10 个；2025 年，智慧能源规上产值达到 22 亿元，智慧能源项

目达到 60 个。 

2.重点推进项目及招引企业 

推进动力电池和输配电设备、智慧能源等领域重点产业项

目，重点引进输配电装备、储能装备技术研发及生产制造企业。 
专栏 5 

重点推进项目：海尔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及太阳能工厂、中德泛能微网项目、增量

配电及清洁能源利用、西海岸新区公共机构能源托管项目等。 

重点招引企业：中国西电集团公司、许继集团、大全集团、湘电集团、保定天威、

卧龙控股、浙江正泰、杉杉股份、国轩高科、南都电源等。 

（六）突破发展其他新能源 

1.加快海洋能利用产业化 

聚焦经略海洋，充分发挥新区海洋资源优势，强化多元化的

资金支持和激励政策，加快海洋能利用产业化、商业化。开发评

估方面，鼓励海洋能源开发建设企业开展新区海洋能资源调查与

评估，开展电站选址、环境对电站发电效率影响评估及海洋能开

发建设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等关键技术研究，建设海洋能开发利用

综合信息平台。关键技术及装备方面，加强基础研究，研究各类

海洋能发电及综合利用技术，发展自主创新的潮汐能机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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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装置等核心装备。延伸发展海水淡化装备及技术，重点发展膜

与膜材料、关键装备等核心技术，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水

淡化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新产品，提高关键材料和关键设

备的国产化率，增强自主建设大型海水淡化工程的能力，推进海

洋海水淡化工程装备制造平台项目建设。产业体系方面，强化海

洋能综合系统协同创新，加快海洋能测试服务及创新设计企业孵

化，培育一批海洋能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龙头骨干企业、科技型

专业化中小企业及科研机，引进培育国内外知名海洋能科研机

构。依托本地科教资源，加强海洋能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建设

海洋能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支持相关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

海洋能技术研发中心、产学研用合作联盟，形成完善的海洋能产

业化体系。应用示范方面，依托斋堂岛海上综合试验场，建设全

国领先的海洋新能源技术研发中心、装备测试基地和开发利用示

范区，推进古镇口融合区海水源热泵供热项目加快实施。鼓励有

实力的海洋能开发建设企业建设海岛海洋能与风能、太阳能等多

能互补独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 

2.全面推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 

创新生物质能开发模式，实现燃料多元耦合，推动农林生物

质与燃煤、垃圾耦合发电和污泥焚烧发电，支持生物质制气，推

动废弃物一体化发电项目，全面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充分发挥

非电领域的清洁能源替代，向多联产高附加值深入发展。充分发

挥静脉产业园、西海岸生物质热电联产等项目带动作用，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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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锅炉、节能热泵生产制造。推动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项目建设以及农村生物质能清洁供暖、供热。重点推进青岛西海

岸生物质二期 30MW 秸秆直燃热电联产、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

发电、中燃明月生物质热电联供等项目。 

3.推动 LNG 冷能综合利用 

依托董家口港山东中石化（青岛）LNG 接收站项目在冷能

发电、空气分离、橡胶破碎、冷链物流与制冰、冰雪世界、空调

制冷、海水淡化等领域逐步开展综合应用，促进冷能就近高效消

纳、全温区梯级利用。加快中石化 LNG 接收站建设，根据市场

需求及 LNG 接收站达产情况，分期规划和建设冷能综合利用，

有序推进冷能发电和海水余热利用项目、空气分离及橡胶破碎项

目、输冷管道及冰雪运动中心、冷链基地和制冰等关联产业项目

建设，实现电、热、冷、空气产品等多元耦合，构建绿色循环生

态圈。依托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冷能发电技术，推动 LNG 冷

能发电商业化运营及冷能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打造国内商业化冷

能发电示范基地。 

4.探索抽水蓄能开发应用 

加强抽水蓄能调查评价和资源勘查，统筹电力系统需求与资

源条件，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全省统一规划，

探索抽水蓄能开发利用。发挥中小型抽水蓄能站点资源丰富、布

局灵活、距离负荷中 心近、与分布式新能源紧密结合等优势，

探索与分布式发电等结合的小微型抽水蓄能技术研发和示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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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五、重点工程 

（一）基础设施先行工程 

1.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合理规划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引导住宅小区、工商业建筑、

公共场所、旅游景点等配套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提升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智能化水平，加快交直流配网、分布式能源发电、充

电设备、储能系统多能互补融合。推动智能高效充电服务信息共

享平台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与统一结算。到 2022 年，

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争取达到 6000 个，到 2025 年充电基础设施

保有量力争达到 7000 个。 

2.推进加氢设施布局建设 

科学规划布局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规划、立项、审批、

建设、验收、运营监管等有关制度体系；探索开展油、气、氢、

电综合供给服务；加快加氢便利化、网格化布局建设；鼓励开展

换电模式应用。到 2022 年，建成加氢站 4 座以上，到 2025 年，

累计建成加氢站达到 10 座以上。 
专栏 5                      基础设施先行工程 

充换电设施建设。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智能化、便利化、有序化、安全化建设，

合理规划充换电设施布局，研发推广快充技术，鼓励开展换电模式应用，加强智能有

序充电、大功率充电灯新型充电技术研发。探索充换电站与加氢站统筹共建、综合供

给。支持企业建立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平台。 

加氢设施建设。加快加氢站规划布局建设，做好加氢站建设管理，鼓励建设油/



 — 25 — 

氢、气/氢、氢/电等多种形式的合建站，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加氢设施建设。推进

氢运输网络建设，科学规划氢运输路径。加大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氢能运输

领域的应用，建设氢能运输调度平台。规划氢气管网建设，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在董家口化工产业园进行管道运氢示范。 

（二）数智赋能攻坚工程 

1.推动智慧能源体系建设 

加强能源互联网建设，推动能源企业与大数据通信企业相互

渗透，研发推广智慧能源管理技术，打造能源互联网平台，鼓励

以民营资本为主体打造“能源+互联网+金融”体系。推动传统能

源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优化电网接入程序，建设分布式

光伏发电、分布式生物质发电、冷热电三联供，构建以电为中心

的综合智慧能源供应系统，提升能源服务保障水平。 

2.探索分布式能源规模化 

着力培育壮大能源开发运营主体，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整合分

布式能源开发应用市场，以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建设为引领，以

点带面,加快分布式能源推广，融合储能技术，创新分布式能源

开发管理，探索分布式能源开发应用多点微网运行及合理范围内

统筹调配智能管理新模式，加快智慧能源管理产业化进程。 
专栏 6                          数智赋能攻坚工程 

智慧能源体系建设。结合新区智慧城市及能源互联网建设，打造互联互通、高效

智能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分布式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分布式能源与智慧能

源及民生改善工程、智慧城市等协同发展。推动能源资产证券化的重构创新、供应链

金融创新、能源金融衍生品开发创新。持续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和综合管理的智能化

转型。以海尔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及太阳能工厂为示范，探索“智慧互联+”多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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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利用模式。深化与电网公司协同合作，支持区供电公司建设“枢纽型、平台型、

共享型”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推动国家新能源微网、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建设，构

建按需传输、动态平衡、多系统耦合、多源互补、安全、低碳的互联共享网络和以用

户需求为核心的能源体系，探索打造综合智慧能源典型创新示范区。 

分布式能源规模化。围绕新区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分布式生物质能、地热

能等分布式能源多元化布局，培育壮大本地新能源开发建设及管理运营企业，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分布式能源开发运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三）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1.构建半岛新能源创新共同体 

优化整合半岛创新资源，围绕新能源汽车、储能、氢能、风

电等关键领域搭建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和高层次人才交流平

台，实现信息资源高效整合、协调，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为依托，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区域创新合作机制。

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

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 

2.突破一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针对电驱动系统技术、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汽车节能技术、

高纯多晶硅生产技术、光伏电池生产及专用设备技术、智能电网、

高精密超高速轴承等新能源产业关键环节“卡脖子”的关键共性

技术，加强科研攻关，力争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

风电、氢能、储能、光伏等领域装备研发与产业化水平。鼓励支

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逐步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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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节能化改造升级，提升

新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专栏 7                         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氢能关键技术：发展氢气制备、储运、氢燃料电池及关键材料、燃料电池整车关

键技术。重点突破超高压储氢技术，有机氢化物储氢技术，高压储（运）氢设备轻量

化技术，高效液氢制备与储运技术，氢气管道输运技术，车载储氢系统及金属储氢材

料等关键材料制造技术，氢气纯化技术，车载氢安全管理与防护技术，研究发展甲醇

制氢系统。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突破高效高密度驱动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和产

品，加强高强度、轻量化、长寿命、高安全、低成本先进模块化动力电池技术攻关。 

风电关键技术：支持风电装备产业向大功率、智能化、循环化方向转型提升。提

高发电机、齿轮箱、大尺寸叶片以及精密轴承、控制系统、变流器、变桨、偏航系统

等关键零部件的研发能力，掌握发电机高性能控制技术、风电场群智能运维技术，提

升大型风力机组的总体设计和载荷计算能力。加强 8兆瓦、10兆瓦及更大功率海上风

电设备研发生产。研究风机主设备循环化改造、叶片回收再利用。在风电机组、塔筒、

海缆等设备维护以及风机检测及试验、叶片检测、传动链检测、海缆检测等方面，构

建全方位服务体系。研制海上风电设备运输船、 吊装船等施工维护装备。推进风电

机组一体化集成设计、深远海远距离输电技术、漂浮式等新型风机基础等领域研发和

示范。 

智慧能源与储能关键技术：智慧能源重点发展智能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包

括智能型大型变压器、直流换流变压器、电抗器、无功补偿设备，高精度、高性能不

间断电源，大功率高压变频装置，全数字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系统等先进电力电子装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接入与消纳、分布式电源并网及控制系统，

智能配电、用电技术；储能重点发展长时、中短时、高功率三类规模储能技术以及模

块化、标准化、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突破小型化、高能量密度的储能系统，开展分

布式储能、动力电池、储能装备研究及应用。 

海洋能关键技术：重点支持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海水浓度差发电等海洋能

综合利用技术及高端机组、发电装置等海洋能装备的研发，解决提升海洋能发电系统

可靠性、提高发电装备示范应用水平等关键问题，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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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生物质能关键技术：太阳能重点发展中高温高效率太阳能集热器、海水

淡化、太阳能冷热联供、多能互补太阳能清洁供暖等技术及产品，加快太阳能光热工

业化利用。生物质能重点推进高温高压发电机组、安全性燃料入炉输送系统、高效生

物质锅炉（窑炉）、成型燃料、先进气化、碳化、生物发酵、脱硝、粉尘处理等领域

关键装备和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四）产业融合升级工程 

1.促进产业链群融合 

依托智慧能源建设，引入能源物联网技术，构建“多能互补、

源网荷储协同发展”的综合能源融合利用体系。开展综合能源试

点建设，推行“零碳新城”计划。开展“光伏+氢能”、“风电+

氢能”能源利用模式，研究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

提高转化效率及技术稳定性，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化发展。

促进“新能源+储能”融合发展。研究“地热+太阳能跨季节储热”

技术，在工业园区、农村、社区等场所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电

能、氢能、生物质能等多能组合供暖方式，促进新能源产业链群

间耦合创新式发展。鼓励产业链配套本地化，提升本地企业关联

度，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化融合发展。加强与电网公司协同合作，

促进新能源发电项目及时并网消纳。结合产业应用和用户对综合

能源服务的需求，加强区域多能协同互补供能分析，统筹规划新

能源综合利用，提供一体化、综合化能源服务，提高整个能源系

统的运营效率，降低用能、产能等各环节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推动能源利用更加绿色、低碳、高效、安全。 

2. 推进跨界产业融合 

推动新能源产业与新材料、装备制造、节能环保产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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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养殖业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等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构建互利共享、跨界融

合、高效节能的产业生态圈。积极发展大数据及“互联网+”技

术在能源服务领域应用，实现用能信息的全面采集、监测和分析，

支撑企业能源的精细化管理，加大智慧能源产业应用与创新，强

化产业跨界融合，催生新能源产业新业态。以贯彻国家军民融合

战略为契机，依托古镇口军民融合核心区，聚合军地优势资源，

在新能源产业关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生产方面深度融合，做好

“军转民”“民参军”。 

3. 提升产学研协同融合 

依托新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能源学院等丰富的科教资

源及新区重点企业，在高端新能源装备、智慧能源与储能、新能

源汽车、氢能等重点领域，推动产业联盟、科研平台建设，以重

大科技项目为纽带，以科技平台为载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

升产学研协同发展，突破产业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瓶颈，促

进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专栏 8                        产业融合升级工程 

“光伏+”。鼓励光伏企业与信息、交通、建筑、农业、能源、扶贫等领域企业

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智慧分布式光伏建设模式。重点推进上上农业观光园、沐官岛

1000MW渔光互补等项目建设。 

“风电+”。加速风电与风能制氢、智慧能源、储能、物联网、旅游以及海水淡

化融合发展，打造智能风电产业集群。依托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融合智慧能源、储

能等产业，推动区域智能微网建设产业化、规模化。支持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波浪

能、潮流能及海上风电装备等融合发展，打造海上风电融合示范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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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综合利用。在产业园区、大型商务区、大学城、交通枢纽中心、居民小区等

区域，加强能源综合利用一体化建设，构建集新能源发电、供暖、制冷、储能技术、

冷热电三联供、智慧能源等为一体的局域智能微网小生态。支持中德生态园建设能源

转型示范园区。 

产学研融合示范。依托新区科教资源，推进产业技术研究院所建设，通过建设创

新平台建设、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探索产学研用协同合作新模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打造新能源产学研协同融合示范区。 

（五）应用示范引领工程 

1.加强产业应用示范 

聚焦氢能、海上风电、海洋能、地热能、智慧能源及储能等

新能源发展新兴领域，依托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开展

各类创新示范项目建设，逐步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成

果，通过试点示范统筹引领智慧能源规模化建设。加快推进泊里

氢能小镇、氢能源公交车试点、分布式智能循环微网试点等新能

源应用示范，加快建设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新能源绿色出行示

范试点，支持中德生态园创建好国家级新能源示范产业园区，促

进新能源产业实现创新发展。依托新区海洋资源优势，紧抓国家

“海洋强国”战略机遇，在海洋能综合开发利用领域，建设新能

源创新示范基地，探索海岛新能源综合供给模式；争取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支持，充分利用产业投资基金，建设海洋能大型并网电

力系统示范及海洋能开发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产业化示范。 

2.拓展产业应用场景 

积极推进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应用场景建设，不断开放城市应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5%88%9B%E6%96%B0%E6%88%90%E6%9E%9C%E8%BD%AC%E5%8C%96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5%88%9B%E6%96%B0%E6%88%90%E6%9E%9C%E8%BD%AC%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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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大胆试、大胆用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以全球首个“氢

+5G”智慧生态港-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项目为示范，构建清洁港

口用能体系，支持港区能源综合利用，支持港区船舶岸电推广使

用，打造绿色低碳港口。推动光伏、风电、储能等在“风光互补”、

分布式能源微网及农业、渔业、建筑、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多元化

应用。 

3.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以清洁低碳为发展目标，强化先进节能环保技术、高效清洁

能源利用技术研发，推进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

域绿色节能环保技术推广应用，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鼓励推行

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服务新模式。加快环保节能生物质锅炉、高

效电机及高效输配电装备等节能环保设备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提

升能效水平。在开发建设大型新能源产业项目尤其是海洋能、海

上风电项目的同时，注重做好生态环境影响评估，避免对生态系

统造成破坏。 
专栏 9                         应用示范引领工程 

氢能产业应用示范。重点推动燃料电池在交通领域示范应用，在泊里镇布局港区

-镇驻地氢能环线公交及董家口火车站-古镇口融合区氢能公交专线，在全区打造 5G

智能+氢能源公交示范试点，规划建设氢能公交维保中心。推进燃料电池重载汽车运

输示范项目，探索推进燃料电池在港区作业、船舶领域的应用示范，配套建设加氢站

和氢运输专线。在园区、港口布局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开展以氢能为核心的能源

综合利用示范。 

特色新能源应用示范。围绕岛礁新能源开发利用，积极建设海上能源岛全国试点，

通过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海洋能、可再生能源制氢以及储能等模式，为海上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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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开发利用进行探索和示范。依托海上综合试验场，建设全国领先的海洋新能源技

术研发中心、装备测试基地和开发利用示范区，建设海洋能大型并网电力系统示范及

海洋能开发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产业化示范，重点推进斋堂岛 500千瓦海洋能独立电

力系统项目和古镇口融合区海水源热泵供热项目；开展 LNG冷能在空气分离、冰雪世

界制冰造雪、冷库冷链的冷量供应、冷能发电以及空调系统的室内温度调节领域的综

合利用示范；探索地热能在供热、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开发应用，重点发展地热能冬

季清洁取暖，开展地热能供暖试点示范、“地热+太阳能跨季节储热”试点示范，弥

补采暖季供能缺口，重点推进中德生态园二号能源站、中科城污水综合能源站等项目

建设。 

应用场景建设。支持港区氢能、LNG、电能等清洁能源应用，支持港区船舶岸电

推广使用，推动绿色港口建设。推动储能在新能源发电、电网储能、5G基站、大数据、

充电桩等领域应用示范。拓展优势光伏产业及风电产业在更多生产、生活场景应用。 

节能环保产业推广应用。推进高效节能生物质锅炉（窑炉）、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节能装备和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提升汽车节能环保标准，提高高油耗、高排放汽车

使用成本；开展绿色建筑示范区和智能配用电示范区建设。依托中日（青岛）地方发

展合作示范区，强化合作交流、项目集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环保产业集群。 

六、保障措施 

本规划涵盖氢能、新能源汽车、风能、太阳能、智慧能源与

储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应用及装备制造，在新能源开发应

用及装备生产制造过程中，结合环境资源要素科学选址开发，采

用先进、成熟、经济性优的节能环保工艺及设备，优化污染治理

措施，确保在植被、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弃物、海洋生态、

噪声等方面满足环境质量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 

建立健全管委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同推进的工作机

制，瞄准发展目标，聚焦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借鉴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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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全力推进产业规划布局、招

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开展。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积极

作为，加强要素保障，破解土地制约、资本制约、技术制约等难

题，制定分解计划，落实工作责任，做好跟踪监测，全力推进新

能源产业发展壮大。 

（二）加快改革创新 

发挥新区与自贸试验区“双区”叠加优势，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健全完善法治保障体系；

与电网公司协同推进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施配售电改革，探索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探索制定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推

动能源投资主体多元化，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针

对重点产业领域，在新能源电价补贴、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技术

创新、人才引进培养、新能源应用消费市场培育等方面加强专项

政策支持。重点依托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全

面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以系统化、集成化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

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发挥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引领带动作用，

创新更加开放便利的管理模式，促进区内资金流动便利化，构建

国际化便利化人才服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运营体系，创新更加

自由便利的要素流动模式。 

（三）提升人才效能 

根据产业企业实际需求，精准完善产业人才引进、培养体系。

支持本地高校设立新能源产业相关学科和专业，鼓励校地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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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多渠道引进和培养一批新能源专业领域的紧缺人才、高端

技术人才、领军人才。培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能源技术、政策

研究机构，突出创新领军人才引领，不断提升产业人才效能。 

（四）集聚产业投资 

完善产业激励政策，集聚新能源产业投资机构。借力政府增

信，采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政府融资平台参与项目股权融资等

形式，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金的引导和撬动效能，引导社会资

本靶向投资。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气候投融资合作平台，打造

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西海岸新区模式。发挥三峡阳光（青岛）清

洁能源等产业投资基金作用，在氢能、海上风电、海洋能等新能

源领域投资一批重点项目，助推新区新能源产业快速高质量发

展。 

（五）深化开放合作 

坚持以扩大开放为重要途径，在技术、应用市场、人才等领

域全方位开展国际国内合作。进一步融入国内外市场，参与国内

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资源开发与合作，力争建立更多长

期稳定、价格合理的海内外能源供应渠道。依托中国（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

日“国际客厅”，搭建合作平台，探索建设能源国际合作平台及

能源交易中心，引进先进的氢能等新能源高端技术及经验，推动

产业、科技、金融双向交流互动，吸引国内外具有优势的能源企

业、能源服务机构向新区集聚，全面提升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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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产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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