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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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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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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天府之国—四川成都，公司
主要从事110KV及以下输配电工程施工、升压站及外送线路施工、太
阳能光伏及风电电站施工总承包，以及太阳能应用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的研发等业务。为新能源投资方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新能
源解决方案，包括项目开发，项目融资，项目优化，项目建设，运营
维护等一系列的服务。
       旗下四川顶威科技有限公司，秉承”技术改变光伏“的信念，沿
着更高发电效率、更低度电成本的行业发展方向，保持探索、锐意进
取、不断创新。目前已成功推出全维跟踪光伏发电系统，结合双面高
效组件较常规电站发电量提高35%+，发电成本降低10%+。
       公司拥有“电力施工总承包资质”、“机电设备安装资质”及
“承装（修、试）电力资质”。已和国内多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在大型山地光伏电站、荒漠电站、设施
农光互补光伏电站、渔光互补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等领域积累了大
量的实践经验，累计参建光伏电站工程业绩超过1000兆瓦。



发展历程  

贵州兴义150MWp农光互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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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3 2017 2020

江苏中弘成立 潍坊35MWp渔光互补项目

2011 2016 2019

浙江丽水娃哈哈项目

    通威滨州300MW渔光互补项目

宁夏60MWp单轴跟踪项目            四川浩能成立



创建绿领就业岗位  

•15000人企业客户员工企业用户

•300人以上 现场施工人员施工人员

•60人 浩能新能源团队办公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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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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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最具影响力的新能源服务企业

企业使命：新能源电力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企业精神：开拓  创新  务实  高效

经营理念：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实时监测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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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专业资质： 机电设备安装三级资质 

ISO体系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电力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实时监测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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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承装（修、试）电力资质

2018中国光伏产业
十佳优秀供应商



服务范围   

投资及咨询 

投资光伏项目并向客户提供协定

的优惠电能，或者提供融资咨询

服务

规划设计与审批代办

提供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并办理政

府相关部门与电力部门的各项审

批手续代办

施工管理

提供工程建设项目的现场管理、技

术支持和施工服务

智能化运维

采用智能化运维手段，为业主提供

安全、可靠、高效的运行维护管理

服务，确保电站资产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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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开发项目遍及全国  

浩能电力
国内领先清洁能源供应商

浩能新能源坚持以“客户为本”的业务开发理念。我们按照客户在全国各

地的设施分布和需求设立项目管理公司并实施项目。北至沈阳，南至福建

省，项目遍及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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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Beijing

宁夏 Ning Xia

沈阳 Shenyang

天津 Tianjin

衢州 Qu zhou
上海 Shanghai合肥 Hefei

河南 Henan

重庆 
Chongqing

河北 Hebei

云南 Yunnan

武汉 Wuhan成都 
Cheng Du 

苏州 Suzhou

丽水 Lishui

南京 Nanjing

福建 Fujian

威海 Weihai

贵州 Gui zhou
江西 Jingxi

海南 Hainan

广西 Guangxi



我们的优势

12



优质客户资源 长期保证 资本合作 技术与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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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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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优势

专业高效管
理及业务团

队

丰富的开发
资源和经验

多元共赢的
商业模式

标准化的
施工管理

集约化的
采购优势

灵活的操
作流程

核心
竞争力



长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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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注，我们专业，并长期保证 



我们如何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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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承诺  

• 浩能新能源始终致力于投资与服务清洁能源产业

• 为此，我们:

• 所有浩能项目100%采用清洁能源系统技术

• 可监测公司的碳足迹，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定期公布监测结果

• 浩能项目上采用绿色建筑节能技术；在现场监测和显示节能效果

• 以LEED,绿色建筑三星认证及其它绿色认证标准实施所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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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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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企业回馈社会

• 浩能新能源视回馈社会为企业的责任

• 公司计划每年将净利润的3%用于社会慈善事业中，主要参与社会慈善方式捐赠学校、帮扶贫困学

生、改善教学环境等。

员工关怀

• 公司设立“员工关怀互助基金”主要用于困难员工家庭直系亲属及自身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

• 公司制定培训计划，费用不低于全年工资支出的8%，人均课时数不低于12课时，职工福利不低于

国家规定标准。



典型项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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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项目

  项目所在地：浙江 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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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年均发电量 1,988,636 kWh

系统年均碳排放减少量 1,624 tons 

系统年均用水减少量 6,516,064 tons

系统年均汽油减少量 689,751 liters

EMC项目



  项目所在地：武汉

分布式光伏项目

系统年均发电量 1,132,800 kWh 

系统年均碳排放减少量 893 tons 

系统年均节水量 4,763,224 tons

系统年均汽油减少量 504,187 liters

EPC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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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光伏电站项目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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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美利云50MWp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山地光伏电站项目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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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兴义70MW山地光伏电站项目

高原山地项目

通威喜德30MW扶贫光伏电站项目



单体规模最大渔光互补项目   滨州沾化300MW

渔光互补电站项目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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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3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广西东兴26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所在地：海南 定安
Location:Dingan,Hainan

送变电项目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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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海南定安通威20MWp渔光一体现代渔业产

业园光伏发电项目

电压等级：35KV

电力范围：35KV开关站、线路工程以及对侧变电站改造

外线距离：1回35kV架空线路

实施时间：2018年10月-2018年12月



  项目所在地：宁夏 中卫
Location:Zhong Wei,Ning Xia

送变电项目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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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冶美利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35kV变电工程

项目

容量：5万KVA

电压等级：35KV

外线距离： 新建35KV线路5.95km,其中：架空线路

5.24km，电缆线路0.71km，塔基26座。

实施时间：2018年9月-2018年12月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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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维跟踪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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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授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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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V绿色建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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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