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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 

 投资金额：项目前期投资 59.33亿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投资项

目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澜沧江上游西藏段是目前我国尚待开发的大型水电能源基地之一，梯级补偿

效益十分显著。流域周边太阳能资源丰富，可通过水光互补形式建设西藏澜沧江

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西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是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要

举措，是贯彻落实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和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积极作用。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投资开展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工作。相关情况如下: 

 一、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概述 

（一）项目前期基本情况 

澜沧江上游西藏段干流规划有 8 个梯级，根据规划，从上至下依次为侧格

（12.9 万千瓦）、约龙（12.9万千瓦）、卡贡（24万千瓦）、班达（150 万千瓦）、

如美（260万千瓦）、邦多（72万千瓦）、古学（210万千瓦），古水（220 万千瓦），

装机容量合计 961.8 万千瓦。澜沧江上游西藏段梯级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流域

周边太阳能资源较好，与水电能够形成一定的互补性，可打造西藏境内水、光互

补的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对西藏自治区加快建设“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

地、辐射南亚的能源基地、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示范区的“三基地

一示范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澜沧江上游流域年辐射量在 6500兆焦/平方米左



右，年日照时数在 2200 小时左右，太阳能资源丰富且稳定，适合进行光伏资源

的开发利用，装机规模可达 1000万千瓦。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编制的《西

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分析报告》，清洁能源基地构成水电站共 1000

万千瓦，光伏电站共 1000万千瓦，基地总规模 2000万千瓦，上网电量 571亿千

瓦时。采用±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送电容量 1000 万千瓦至粤港澳大

湾区，年利用小时 5710 小时。“十四五”期间逐步开工建设，计划 2030 年开始

送电，2035 年全部建成。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开展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该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对外投资主体：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办公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中路 1号 

法定代表人：袁湘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亿元整。 

主营业务：国内外电力等能源资源的开发、建设、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电力等能源工程的投资、咨询、检修、维护及管理服务；对相关延伸产业的投资、

开发、建设、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物资采购、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646.32亿元人民币，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 616.15 亿元人民币，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53 亿元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8.34亿元人民币。 

三、项目前期投资及工作情况 

   （一）项目前期投资情况 

    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费投资计划中，包含澜沧江干流及支流项目已开

展的项目前期费用及专项费用，包含初步估计的全部前期管理费和利息费。项目

前期费计划投资 59.33 亿元。项目前期投资计划表如下： 

 



项目前期投资计划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估算总投资

（亿元） 

项目前期 

计划投资 

（亿元） 

备注 

1 侧格 12.9 32.7 0.54  

2 约龙 12.9 34.5 0.24  

3 卡贡 24 46.4 0.19  

4 班达 150 266.7 9.04  

5 如美 260 553.3 17.23  

6 邦多 72 158.5 5.68  

7 古学 210 317 10.63  

8 古水 220 327.2 10.06  

9 向达 6.6 17.27 0.028  

10 林场 7.2 17.71 0.028  

11 
光伏 

项目 1000 394 4  

12 
沿江 

公路  20.1 0.88  

13 
干流 

专项   0.73  

14 
支流 

规划   0.057  

合计 1975.6 2185.38 59.333  

 

    （二）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1.侧格电站。2014 年 11 月预可研报告通过审查，2015 年 12 月取得预可研

审查意见。 

2.约龙电站。2014 年 11 月预可研报告通过审查，2015 年 12 月取得预可研

审查意见。 



3.卡贡电站。2011 年 6 月，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卡贡电站预可研报

告咨询稿，目前前期工作暂缓。 

4.班达电站。预可研报告于 2020年 7月通过审查，并已收到正式审查意见。 

5.如美电站。预可研报告于 2013 年 7 月通过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审查。

目前正深入开展可研阶段工作，可研阶段正常蓄水位专题、坝址坝型选择、枢纽

布置格局、库岸稳定等专题通过审查。 

6.邦多电站。邦多电站目前仅为配合古学电站工作，开展了坝址方案相关研

究。 

7.古学电站。2014 年 9 月预可研报告通过审查，2015 年 5 月取得预可研审

查意见。 

8.古水电站。古水电站预可研报告于 2011 年 12月通过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审查。目前正深入开展可研阶段工作，可研阶段坝址坝型及枢纽布置格局专题

已通过审查，正常蓄水位及施工总布置专题已咨询，工程部分工作基本完成，下

一步将开展水库、环保等相关工作。 

9.支流项目。因指标较差，目前暂中止前期工作。 

10.沿江公路。2020 年 4 月、8 月，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计评中心分别组织召

开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三个阶段评审会。目前工程正开展可

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等工作。  

11.澜沧江上游流域光伏项目进展及投资情况。公司正在开展澜沧江上游西

藏段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研究、规划研究、水光互补关键技术研究

等工作。 

12.澜沧江西藏段干流专项项目进展及投资情况。目前公司已完成红拉山自

然保护区调整、生态红线划定与水电开发协调，正在开展水光互补关键技术研究

等工作。 

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西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建成后将提供长期稳定、清洁可再生的能源电力，

可增加能源供给，有助于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增加清洁能源比重，降低化石

能源消费，有助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通过水电调节和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实

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 



   （二）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西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建成后，每年可节约 1855万吨标准煤，减少 3924

万吨二氧化碳、18.5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基地水电建成后，将形成以如美为龙

头的梯级水库，可增强流域水资源调控能力；河谷水域面积增大，形成以水库为

中心的湿润带，改善局地气候，有利于植被生长；太阳能资源开发采用“光伏+”

模式，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可实现土地立体化增值利用；可减少陆面蒸发，提

高土壤含水量，有利于植被生长，可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基地发电将优先满足

当地内需用电，提高电气化水平，实现传统生物质能消费替代。 

   （三）水光互补优势巨大 

水光互补是水电与光伏的优势互补，通过利用大型水电外送通道及水库调节

性能，将光伏不稳定出力调节为稳定可靠电力，节省光伏输电成本，增加水电输

电通道利用率，同时利用光伏低成本优势，可平抑水电上网电价，水光互补后，

按电量加权计算，基地送端综合上网电价为 0.367 元/千瓦时，比水电平均上网

电价 0.415 元/千瓦时低 0.048元/千瓦时，电价降低 12%。配套一定规模的光伏

发电资源，有助于降低基地综合上网电价。西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的规划，充

分考虑了水电与光伏的互补优势，可以完全实现水电与光伏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四）基地建设经济可行 

基地建设总规模约 2000 万千瓦（水电 1000 万千瓦+光伏 1000 万千瓦），年

发电量 571亿千瓦时，采用特高压±800千伏直流外送，落地电量 542亿千瓦时，

基地综合上网电价 0.367元/千瓦时，相应的落地电价为 0.442元/千瓦时，具有

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五）具有市场竞争力 

西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具有送电大湾区独特地理区位优势（电力流向对、

输电距离较近、统一管理、通道建设条件较好），西藏澜沧江清洁能源基地电量

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负荷需求。基地相应的落地电价为 0.442 元/千瓦时，比

广东电网 2018 年平均上网电价 0.483 元/千瓦时、火电标杆电价 0.453 元/千瓦

时均低，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与 2035 年边际电源燃气电站上网电价 0.890

元/千瓦时相比，基地电价市场竞争力更强，可通过完全市场化运作收回投资成

本。 

五、项目前期投资资金来源 



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投资资金由资本金和负债融资两部分组成，资本

金占总投资的 30%，其余为负债融资，澜沧江上游西藏段项目前期由公司负责建

设。项目前期投资资本金按照 30%的比例投入，不会对公司资金投入造成压力。 

六、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澜沧江上游西藏段清洁能源基地建成后，公司装机容量增加，产能将进一步

扩大，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项目建设经济指标可行，具有一定市场竞争

力。随着水电开发不断深化，后续水电资源的稀缺性将更加明显，随着电力市场

的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强化实行，碳排放交易的不断深化，水电在电

网中调节价值将进一步体现，未来水电资源发展前景乐观，开发潜力大。西藏澜

沧江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对于公司发展具有重要积极影响，对促进节能减排和国家

能源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七、项目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可能存在的风险 

该项目建设周期长，可能存在物价在建设期内发生较大变动的可能性，同时

可能因征地移民政策变化等不可预见因素，导致投资增加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

的经济效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风险。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在项目投资方面。强化监管，严控造价。充分招标，在施工、设备等采购

环节有效控制合同价格。在建设环节，持续做好设计优化和合同管理，进一步控

制工程投资，提升项目市场竞争力。 

2.在工程建设方面。精细化管理，过程考核。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基建

管理职能，确保工程安全、质量和工期。 

3.在电力市场方面。提前运作，争取有利电价。加强与受电端市场和电网企

业的沟通协调，努力争取合理的上网电价。 

4.在资金筹措方面。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及资金支持。积极寻求中央预算资金、

财政贴息等政策性资金；全力争取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切实降低项目融资成本。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