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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安县水字镇丽字村，一片泡沼上的一排

排深蓝色光伏发电板格外壮观。然而更让人

感到惊讶的是，发电板下面的水面并不是单纯

的大水泡，还是一片正在开发建设中的鱼塘。

这就是已经并网发电的通威惠金 1万千瓦平

价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

已完成投资2亿元，二期已实现并网发电，正

在进行鱼塘清理建设，很快将真正实现渔光互

补。

“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是指渔业养殖与光伏

发电相结合的项目。在鱼塘水面上方架设光

伏板，可以为养鱼提供良好的遮挡作用，形成

‘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发电新模式，在提升

企业自身经济效益、助力节能减排的同时，也

能增加农民收入。”通威集团乾安公司经理李

振江介绍了这一项目的重要意义。

这一项目也是松原市大力推进新能源建

设的一个缩影。

“双碳”目标提出后，我省立足发展实际，

作出了“构建风、光、水、火、气等多元化电源系

统和现代电网系统，建好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

基地”的战略部署，通过打造“陆上风光三峡”

“长春—松原—白城”氢能走廊，将吉林建设成

为国家级的消纳基地、外送基地、制氢基地，实

现能源的全面转型。在这一历史机遇下，松原

市坚决扛起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三

大重任，坚持发展绿色清洁低碳能源，加速布

局新能源产业，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元化、规模

化和产业化的新能源发展格局，为实现“双碳”

目标贡献松原力量。

挖掘资源优势
推动转型升级

在吉林油田新立采油厂，大平台试点光伏

发电先导示范项目让人眼前一亮，在空旷的原

野上，一组组抽油机四周是一片片光伏板，在

抽油机的起伏运作中，光伏板产生的电量为其

提供着充足的动力。

“项目建设规模 330 千瓦，光伏板数 752

块，年发电量46万度，年效益30万元，年减少

碳排放360吨，满发期间可满足抽油机全部用

电。”技术人员详细向我们介绍了这一项目。

这一项目，是吉林油田公司加快实施绿色

低碳发展战略，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战略转

型的一个缩影。

据悉，“十四五”期间，吉林油田将按照“因

地制宜、多能互补，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示范

引领、规模应用，联合建设、合作共赢”等原则，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利用油田集中土地资

源，以及分散的井场及场站空地，近期规划建

设光伏发电项目5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150

万千瓦；远期规划建设风力发电项目400万千

瓦，实现新增年发电 128亿度，推动公司技术

升级、产品升级、管理升级，努力将吉林油田建

设成为中国石油绿色协调发展示范基地，助力

吉林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建设。

松原市因油而建，因油而兴。吉林油田的

转型发展，也标志着松原市新能源转型升级之

路大幕的拉开。那么，打造新能源基地，松原

有哪些优势呢？松原市风、光、生物质等新能

源资源丰富，风电可装机量约2300万千瓦，光

伏可装机量约1500万千瓦，秸秆总量800万吨

左右、发电可装机量约 100万千瓦，分别占全

省资源总量的33%、32%、20%。

截至目前，松原市已建成风电装机114万

千瓦、开发率5%，光伏发电装机30.8万千瓦、

开发率2%，生物质发电装机18万千瓦、开发率

18%，分别占全省已建成装机总量的 19.8%、

9.1%、22.4%。松原市现有未利用地面积147万

亩，其中，适宜建设风力发电项目用地面积约

97万亩，适宜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用地面积约

50万亩，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立足现有基础，坚持“能源立市”，松原市

紧紧围绕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

求，提出把握和坚持“三个发展”基本思路，全

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三个发展”，首先是实现规模发展，充分

利用松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畅通外送通

道、解决电力消纳，规模化建设新能源项目，以

规模带动制造、以制造带动科研，以科研反哺

产业，实现产业集聚，形成良性循环。其次是

融合发展，全面推动吉林油田多元化发展、实

现高质量转型，通过绿能替代，促进化石燃料

向化工原料转变，提升油气资源价值；借助传

统能源基建，促进以氢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

展，使传统能源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融合互促，

促进“双碳”目标实现。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创新发展是关键，

松原市将通过大力推进技术研发、产业融合、

能源物联、能源交易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使松原新能源产业实现从硬件到

软件的高质量发展。

优越的资源，难得的机遇，一直致力于转

型探索的松原市正在全力推进西部国家级清

洁能源生产基地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充足的动力。

构建全新体系
推进产业集聚

在长岭县长润龙凤湖20万千瓦风电项目

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制氢站综合楼、配电室、动

力用房、制氢车间等各建筑物主体工程已完

工，主要设备安装全部完成，风电场一期风机

吊装正在施工中。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进度的70%，完成总

投资15.9亿元中的8.6亿元，现在看，今年末

竣工投产不成问题。”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我们

介绍。

转型发展永远在路上。近两年来，松原市

紧紧围绕打造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目标，进一步细化了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明

确了新能源产业发展工作思路和阶段性目标、

实施路径以及支撑载体等，通过积极引入氢能

开发、风机制造、燃料电池、储能设备等关联产

业，做好延链、补链、强链工作，加快形成产业

集聚，力求早日把新能源打造成为千亿级的主

导产业。

据悉，松原市将充分依托境内丰富的风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全力构建新能源产

业“12345”发展体系，即：实施“一个园区、二个

基地、三个电网工程、四类示范项目、五个产业

集群”建设。

积极打造的一个园区是松原市“绿电”示

范区，主要依托经开区、石化园区、前郭经开

区、宁江区雅达虹工业集中区建设“绿色、智

能、低电价”示范园区，促进电力本地消纳、建

立电站用户直购电模式，打造电价洼地。

两个生产基地是长岭县风电生产基地和

乾安县光储生产基地建设，目前这两处都有多

个风电项目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三个电网工程”分别为乾安500千伏输变

电工程、长岭龙凤 500千伏扩容工程（主要解

决鲁固直流100万千瓦外送项目）和吉电南送

特高压输送电工程（将“十四五”期间新增的

370亿千瓦时电量，外送200亿千瓦时）。

在推进新能源产业新体系建设中，松原市

将积极推进新能源消纳项目、氢能替代项目、

低温储能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整县推进这四

类示范项目：建设前郭县吉云大数据项目，打

造省内首个新能源智能化应用项目；建设长岭

龙凤湖 20万千瓦风电制氢项目，打造全省首

个制氢项目；建设乾安县200MW平价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打造全省首个储能项目；建设

宁江区分布式光伏乡村振兴工程，做好新能源

乡村振兴示范。

推动形成风电装备制造集群、光伏装备制

造集群、氢储开发利用集群、生物质开发利用

集群、大数据区块链集群“五个产业集群”，就

是以宁江区雅达虹工业集中区等为载体打造

北部风电装备制造集群，以经开区、石化园区、

前郭经开区等为载体打造中部光伏装备制造

集群，以长岭环城工业集中区等为载体打造南

部氢储能开发利用集群，以扶余工业集中区等

为载体打造生物质开发利用集群，以乾安工业

集中区为载体打造西部大数据区块链集群。

全新的产业体系，明确清晰的实现路径，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12345”新能源产业体

系的建成，松原市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实现质

的飞跃。

推进转型融合
发展“双碳”经济

“双碳”目标要求积极促进能源结构、产业

结构、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碳生

产力水平。

为此，松原市以转型为动力，快速推动形

成融合发展新格局。未来发展中，松原市将牢

牢把握中石油公司支持吉林油田转型发展的

契机，加快推动新能源发电、地热能利用、页岩

油开发等项目建设，打造原油、天然气、新能源

3项业务“三分天下”的新发展格局。依托境内

资源、设施等独特优势，积极发展风光制氢和

天然气制氢，以天然气管网实现氢能输送，打

造“绿氢”“蓝氢”融合并举的松原氢能发展模

式。鼓励油田和化工企业推广应用减碳、碳捕

捉和固碳技术，探索利用废弃油田气田进行碳

储存，储备碳汇资源，积极发展“双碳”经济。

据悉，“十四五”时期，松原市计划新增新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512万千瓦（包括吉林油田

600 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占社会总发电量的

90%以上，制氢能力达到10万吨/年，以“地热+

电力”为代表的新能源供热覆盖70%的城镇区

域，大力提高新能源的供应能力。

“我们将通过‘试点带动、逐步铺开’的方

式，促进能源供应体系向分布式、智能化、市场

化的方向改进，全面提高绿能应用水平。”松原

市有关领导这样说。

目前，松原市正在积极推进智能电网配套

工程建设，全力打造“绿电”示范区。通过建设

乾安500千伏输变电、长岭龙凤500千伏扩容、

“吉电南送”特高压直流通道、网侧储能电站等

工程，大幅提升电网容量，提高电网稳定性，保

障供电需求和电源送出需求，为新能源接入创

造条件。

全力打造电价“洼地”，引进高科技、高附

加值项目落户园区。积极探索发展“飞地经

济”模式，助力“绿电”示范区建设，鼓励长岭、

乾安、扶余以及其他开发区参与到“绿电”示范

区的建设上来，将非涉及“绿电”示范区的县

（市、区）、开发区作为“转出地”，打破行政区划

限制，将“转出地”新上产业项目或搬迁产业项

目，引到“绿电”示范区落地建设。计划“十四

五”时期引进项目120个以上，年用电量达100

亿千瓦时以上，实现新增产值1500亿元。

推进替代应用
打造绿色生活

“前郭县要加快推进零碳小镇建设，抓紧完

善供电、供气、供热等配套设施，尽快投入运营；

宁江区要加快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建设进度，

确保10月底前竣工、年底前见到效益，为全市

乃至全省乡村振兴新能源建设提供借鉴、提供

样板……”在日前召开的松原市能源产业发展

推进会上，松原市主要领导再一次明确提出了

加快新能源建设，推进生态发展的要求。

在查干湖小镇建设中，松原市秉持原生态、

零排放、碳中和的理念，将自然本底与温泉康

养、特色美食、会展演绎深度融合，力争打造生

态旅游特色小镇的全国样板。

在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松原市积

极推进新能源在生活领域的替代应用，提出了

大力推广天然气/氢能汽车，变加油站为加能

站，逐步完善气/氢/电交通配套设施建设；采

用地热为主、电能补充的方式，初步实现对燃

煤供暖的替代；通过屋顶光伏等分布式电源建

设，借助市场化交易、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促进

企业和个人广泛参与新能源建设，分享发展红

利的计划目标，并积极努力实现到“十四五”末

期全市公共交通“脱油”率90%以上，供暖减碳

70%以上，村级分布式能源覆盖率达到60%的发

展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松原市确立了以创新为

引领，打造松原特色的技术核心方案，依托松原

城市特点，大力推进减碳、低温、生态融合为代

表的新能源技术，包括油田二氧化碳驱油与固

碳埋存、氢和天然气的混合运输、碱水和PEM纯

水电解制氢、氢燃料电池、低温储能、风机抗凝

冻、新能源+农业补光增产等技术，并依托科研

平台，以试点项目的模式，建立松原新技术实证

基地，将松原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新能源融合

与高寒技术中心。

另外，松原市还将以延链为补充，积极发展

装备制造产业。围绕打造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市

场需求，依托中车、金风、远景等骨干企业，发展

发电机、齿轮箱、叶片、主轴等配套件、加强主机

成套设备设计和集成能力、前瞻布局智能电站

运维系统等运维服务。依托松原石油化学工业

循环经济园区产业聚集优势，积极引进电池片、

储能电池、电解槽设备、氢燃料电池设备等领域

企业，发展光伏、储能和氢能制造业。最终形成

集研发、制造、配件供应、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新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让新能源一点点融入

人们生活，打造绿色生活，实现绿色发展。

新起点，新征程。构建全方位、多元化、规

模化和产业化的新能源发展格局，是松原市在

转型升级之路上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和挑战，

相信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在吉林省建设西部

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的战略布局中，年轻

的松原将奋力前行，破题转身，实现华丽蜕变，

快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按下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换开关
—松 原 市 推 进 新 能 源 产 业 发 展 纪 实

本报记者 张红玉 王学雷

松原市充分利用域内风能松原市充分利用域内风能、、

太阳能资源优势太阳能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风电大力发展风电

和光伏发电和光伏发电，，多措并举促进生产多措并举促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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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油田新立采油厂大平台光伏发电先导示范项目。

正在建设的松原查干湖一期正在建设的松原查干湖一期5050MWMW生态风电工程项目生态风电工程项目。。

长岭县充分发挥风能、光能资源充裕的地理优势，积极谋划、建设绿色能源项目。

松原市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项目松原市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年年

可消耗秸秆量可消耗秸秆量 3535 万吨万吨，，年均发电量年均发电量 22..5151 亿亿

度度。。图为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控制室图为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控制室。。

乾安县水字镇丽字村通威集团渔光互补建设项目在助力节能减排的同时乾安县水字镇丽字村通威集团渔光互补建设项目在助力节能减排的同时，，发展生态循环农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业，，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