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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和能

源系统的革命性变革势在必行。中

国不仅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也

是推动能源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通过一系列政

策措施和技术手段，推动了可再

生能源成本的持续下降，使得可再

生能源平价上网的速度将比预期更

快。2019 年 1 月，中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和能源局联合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

补贴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促

进风电、光伏发电通过电力市场化

交易无补贴发展。该政策的正式实

施表明中国可再生能源平价上网序

幕即将拉开，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平价上网提

供了经验和参考。根据《2018 全

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中国不

仅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风力发

电、全球十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中

的 4 家、全球十大太阳能电池板制

造商中的 6 家，以及全球四分之一

的太阳能发电能力，而且中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

可再生能源投资达世界的三分之

一，在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运行、

设备制造和输出、境外工程总包

（EPC）、并购和研发等方面经验

丰富。2018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

资总额达 2889 亿美元，其中太阳

能和风能的投资分别为 1397 亿美

元和 1340 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

太阳能投资国，投资总额高达 912

前  言

亿美元。近年，中国加大了境外可

再生能源投资。2016 年，中国可

再生能源项目对外投资比 2015 年

增加 60%，达到 320 亿美元。中国

大型企业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价值链

中也处于领先地位。2017 年初，

中国宣布到 2020 年将为可再生能

源行业提供 3600 亿美元并废除了

原本拟建的85个燃煤发电厂计划，

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及世界实

现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

键领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及与带路国家之间合作的加深，中

国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份额逐

年增长，并将成为对可再生能源领

域国际投资最多的国家 1。同时，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降

低碳排放强度方面的经验丰富。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动 2018 年度报告》，2017 年中国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

2005 年下降了约 46%，提前三年

完成了到 2020 年碳排放强度下降

40-45% 的上限目标。为实现碳强

度下降的目标，中国政府在调整产

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效、

节能和增加碳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而可再生能源的迅猛发展

正是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关键原

因之一。总而言之，随着可再生能

源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对外合作日益

加深，中国正逐渐成为满足世界能

源需求和行业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

1 http://www.gjjnhb.com/info/detail/5-33428.html

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
总额达

太阳能

风能

中国太阳能投资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2889

912

1397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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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

低的丰富经验，也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然而，

与化石能源和电力投资相比，中国对外可再生能源投

资仍有很大的发展和增长空间。

近些年，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

措施逐步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逐渐降低和新技

术的不断突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以提升国家环境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气候目标

和改善人民健康。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能源电力投

资也愈发意识到潜在的环境、社会、健康风险及搁浅

资产风险，越来越重视对外能源电力投资的绿色化水

平和风险管理。但目前而言，中国对外可再生能源投

资和合作依然面临很多障碍，如融资成本较高、项目

融资渠道和金额较少，投资回报与风险承担不匹配，

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且风险管控较难，带路沿线国家可

再生能源规划和目标不明确且扶持政策不足，贸易和

技术壁垒等，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带路沿线可再

生能源投资与合作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带路沿线已逐渐成为能源

电力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而这些国家大多处于生态

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程度较高。

因此，能源电力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带路沿线

国家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健

康、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

要。此外，沿线区域大多国家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和资源，如风力资源（越南、老挝、泰国等）、太阳

能资源、生物质能和地热资源，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

巨大，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但由

于带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投资环

境和发展规划不完善等原因，在这些国家的可再生能

源投资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带路沿线国

家的能源电力行业资金需求巨大。以东盟为例，据国

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于 2016年发布的报告称，

东盟国家至少需要 2900 亿美元的资金量，才能满足其

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达23%的发展目标。

在此背景下，一些带路沿线国家逐步行动起来，为推

动本国能源电力结构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资本并撬动社

会资本参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和

气候目标的实现。

本报告以越南为例，通过梳理越南能源电力规划

（尤其是可再生能源规划）、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环

境法律法规和治理目标、在带路倡议下与中国在能源

电力领域的合作等，对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和趋

势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在越可再生能源和电力（以太

阳能发电为主）投资存在的风险、障碍和机遇。同时，

本报告也着重梳理和分析越南 NDC（国家自主贡献）

目标和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及发展，为中国投资者（包

括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越南等国家能源领域进行投资

时如何考虑东道国环境、气候和能源风险，符合其环

境和气候发展目标，有效避免和管理潜在的风险提供

参考，并为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和越南相关部门为推

动中国在越可再生能源投资所需提供的政策支持和行

动提出可实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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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

1.1  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

柬埔寨交界，东和东南濒临南中国海。境内有红河三

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两大平原，是主要农业产区。近

年来，越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一定发展 2，是世界贸易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亚洲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2017 年越南的人类发展

指数 (HDI) 为 0.694，处于中等人类发展类别，在 189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116，自 1990 年以来年增长率仅

为 1.41%3。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 7.08%，

不仅超越了 6.7% 的既定目标，且创下了 2008 年以来

的新高，较其他东盟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菲律宾、印尼等）为高。根据越南国会通过的《关

于 2016-2020 年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5 年内越

南 GDP 年平均增幅 6.5%-7%，到 2020 年人均 GDP

达 3200-3500 美元，工业和服务业占 GDP 比重合计

达 85%，全社会总投资占 GDP 的 32%-34%，单位

GDP 能耗年平均下降 1%-1.5%，城市失业率控制在

4% 以下。

除与其他国家合作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外，越

南经济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外资大量涌入为其制造业提

供了活力。越南政府 2019 年初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

2018 年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 9.1%，

达 191 亿美元，连续 6 年创历史新高。世界银行的一

份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越南已经吸引了超过一万家

外国企业。4 据越南官方统计，2017 年越南吸引外资

协议金额达 358.8 亿美元，为近 9 年来最高，实际到

位资金达 175 亿美元，分别比 2016 年增长 44.4% 和

10.8%。投资项目规模明显扩大，能源领域新签 3 个

投资额在 2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 BOT 项目。在对越南

投资的 125 个国家和地区之中，韩国排名第一，注册

资金 576.6 亿美元，占比 18.1%，其次为日本，注册

资金 494.6 亿美元，占比 15.5%。

越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区。越南约三分之二的水资

源来自国外，其国内及国际集水区的总面积接近 120

万 km2，是国土面积的三倍。所有流经越南的河流每

年为其提供大约 2250 亿 m3 的水量，但由于缺乏完善

的物质基础设施及足够的财政支持，越南每年的水资

源利用量仅为530亿m3。尽管年均降水量达1960毫米，

但由于干旱季节降水分配不均，许多地方也面临着水

资源短缺的困境。越南地下水资源丰富，含水层每年

潜在的可开发储量估计为 600 亿 m3，但实际利用的仅

占总量的 5%。在一些地区，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水位

下降，以及地面沉降和盐渍入侵，特别是在湄公河三

角洲地区。

越南属于传统农业国，农业种植以水稻为主。越

南现有林地 1900 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为 911.7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为 28%，森林蓄积量 5.8 亿立方米。

研究显示，越南在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25 个国

家中排名第 16。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样，主要

分为能源类、金属类和非金属类等 50 多种。能源类矿

产资源主要为煤、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天然气、煤

炭可采储量分别达 2.5 亿吨、3000 亿 m3 和 38 亿吨，

分别可供开采 35 年和 95 年。

2 据报道，2018 年越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 7.08%，在东盟国家里属于经济增速较高的国家。
3 《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2018 年统计更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2018 年。
4 http://news.cri.cn/20190312/882928a0-adaa-359a-e829-7bc26c6bf2d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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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越南主要环境状况和风险因素
根据 2016 年底越南国家经济大学的一份研究，越

南环境污染每年造成国家 GDP 损失达 5%，而且比例

还在上升。越南国家经济大学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越南每年仅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即高达百

亿美元，其中 2018 年经济损失约为 108~132 亿美元，

相当于 GDP 的 4.45%~5.64%
5。据越南统计局数据，

越南近 80% 的工业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违规超标排

污的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达到 60%。外商投资

项目集中在服装纺织品、钢铁和造纸业等行业，引发

了大量的环境污染。英国公司枫园（Maplecroft）发

布的气候变化脆弱指数显示，越南在上榜的 193 个国

家中名列第 23。越南也是全球环境污染“极大风险”

的前 30 个国家之一。

空气污染是越南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越南

2013 年国家环境报告称，由工业生产产生大量含有害

物质浓度较高的气体，对空气质量造成了相当的污染。

其中，SO2、CO2 和总悬浮颗粒物（TSP）含量比较大。

对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加工、钢铁

业、建材生产和火电厂等。由于缺乏资金以及大气环

境管理的政策法规不够明确，政府对违法行为的监督

和处理存在困难。

越南实现了部分千年发展目标和指标，如消除极

端贫困和饥饿、提供普及初等教育，以及促进教育中

的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条例已纳入国家发展政策，

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1943 年，越南森林资源面积为

1430 万公顷，覆盖率为 43%，1995 年森林面积减少到

91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降低到 28%。根据越南林业

部的统计，越南森林以每年 11 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

除南部高原和越老边境地区，越南已无大面积的森林。

过度砍伐导致森林资源减少，野生动物栖息环境遭到

破坏，加之无节制的狩猎，有些大型动物已濒临灭绝。

其次，森林更新仅侧重有限的几个树种，忽视天然更新，

也导致一些树种濒临灭绝。

越南是能源驱动经济发展的高耗能国家，能源强

度高达 70% 以上，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要提高能源效率。

越南在《巴黎协定气候变化实施行动计划草案》中已

列出五大实施目标，但这些目标在国际社会提供相应

资金支持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气候变化导致越南频遇

台风、干旱和洪涝等极端灾害，给越南经济带来严重

损失。

根据公开可得信息分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进及能源结构转型是越南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点。目前看来，越南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

环境管理水平也有待提升，空气污染问题突出、水资

源利用率较低、森林过渡砍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

题亟需解决，且能源需求旺盛、结构调整和转型问题

迫在眉睫。同时，越南气候脆弱性明显，受气候变化

影响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较大。由于资源禀赋、

人力成本和经济发展结构等问题，外商在越投资大多

为高污染高排放的领域，对越南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造成不少压力和挑战。建议中国金融机构和

企业在越南从事投融资业务时，要特别关注生物多样

性保护、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能源领域的投资及其

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等

环境风险要素的控制和管理。

5  http://www.cdmfund.org/zh/world/2509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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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越南能源结构和电力发展现状
越南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是东南亚继马来西亚

与印尼之后的第三大产油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

化石能源的探明储量从 1996 年至 2016 年大致呈递增

态势 6。2016 年，越南石油储量达 44 亿桶，占全世界

储量的 0.3%。天然气储量达 0.6 兆立方米，占全球储

量的0.3%。煤炭总储量为33.6亿吨，占世界储量0.3%，

以高质煤为主，无烟煤和烟煤占总储量 92.7%，约

31.2 亿吨，次烟煤和褐煤为 2.44 亿吨。越南拥有丰富

的可再生能源，但并未得到有效开发。越南的风能潜

力为 27.75GW，目前仅有三座总装机量为 52MW 的风

力并网发电站。从技术角度估算，越南太阳能发电潜

力可达 13GW，但目前越南太阳能发电总装机量仅为

4MW，主要用于科研及农村电气化 7。

2015年 ~2016 年，越南能源一次消费增长了 1.7%，

由 2015 年的 63.7Mtoe 增长到 2016 年的 64.8Mtoe。

2016年天然气消费量与2015年基本持平，为9.6Mtoe，

与产量相当。石油和水电消费量涨幅较大，石油消费

量从 18.8Mtoe 上涨至 20.1Mtoe，涨幅最高，达 6.9%。

6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越 南 环 境 和 气 候 变 化 评 估 》，2013 年， 第 4 页， 详 见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
document/33916/files/viet-nam-environment-climate-change.pdf。
7 亚洲开发银行：《越南能源行业评估、策略、路线图》，2015 年，第 8-9 页，详见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
document/178616/vie-energy-road-map.pdf
8 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数据回顾》，2017 年。
9 越南最大的国有购电公司，直接向总理汇报，基本垄断越南国内的购电、输电和配电系统。

水电由 12.9Mtoe 上升至 13.7Mtoe，涨幅为 6.2%。该

年度，一次能源中仅煤炭消费量呈下降趋势，且降幅

较大，从 22.3Mtoe 下降至 21.3Mtoe，下降了 4.3%。

另外，越南 2016 年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消费量

实现了零的突破，达到 0.1Mtoe。

过去十年，越南经济的持续增长拉动了国内电力

需求的持续增加。越南此前电力结构主要以水电为主，

随着水电资源开发得越来越完全，近几年越南新增电力

需求主要由新增煤电来供应，煤电已成为第二大电力来

源，而目前越南可再生能源发电仍处于初期阶段。据越

南电力集团（EVN）9 数据显示，2015 年越南全国发电

量达到 1643.1TWh，用电量为 1434TWh，人均用电

量达到 1565kWh，是 2010 年的 1.6 倍。电力消费主要

来自于工业和住宅产业。2015 年，越南全国发电装机

为 38553 MW，水电占比 38%、煤电为 33.5%、天然气

为 20.7%，除小水电外的可再生能源仅占 0.4%，其他

装机主要是石油和小水电。同时，越南电力进口量也呈

下降趋势，2011 年 ~2015 年间，EVN 从中国进口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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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煤炭 水电 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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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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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越南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2015-2016 （Mtoe）
来源：由 BP《世界能源数据回顾》数据整理而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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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TWh，从老挝进口电量 14.14TWh，向柬埔寨出口

电量 72TWh。据统计，2015 年越南总装机量的 61.2%

由 EVN 及其持股公司所有，剩余装机为国内独立电力

生产商（IPPs）及外国投资者的 BOT模式所贡献。

按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比较分析，越南在世界范围

内属于温室气体排放较低的国家，但其人均碳排放量增

长速度非常快。据统计，越南人均碳排放量从 1990 年的

0.3吨 CO2 增加到 2010年的 1.71 吨 CO2，十年内增加了

将近6倍，远高于中国（3倍）、韩国（2.5倍）和泰国（2倍）

的人均碳排放增长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南

碳排放绝对量和人均排放量也在持续增加。截至2014年，

越南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能源相关排放的 39％。由于越南发电行业目前依然以

水电为主，2014 年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仅为 349g CO2/

kWh，与 2011 年相比，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了

53%，碳强度也上升了 12%。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增长主

要是由于煤电项目的迅速增加造成的。从越南目前的能

源需求和能源结构来看，其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持

续上升的趋势和潜力较高。为实现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方案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需在能源电力行业绿色化和低

碳发展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尝试。

基于《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2016-2030 和 2050

年展望》（简称《规划》），越南于2016年3月调整了《国

家电力发展计划》，旨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

的发电份额并提高能源供应多样性，限制能源部门的温

室气体排放，以实现越南在 2015 年递交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根据《规划》，越南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到 2020

年应占总发电量的 7%，在 2030 年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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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越南能源人均获得率与全球平均值对比

图 1-3. 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所占比例，越南、中国与世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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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基本环境法律法规

越南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资源环境部，主要

负责管理全国土地、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地质矿产资源、

地图测绘、水资源、水文气象，以及海洋、海岛资源环

境保护与综合管理等工作。

越南基础环保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法》、

《关于环保规划、战略环境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和环保

计划规定的决定》、《环境保护法部分条款实施细则的

规定的决定》10 和《关于环保领域行政违法处罚规定的

决定》11 等。2014 年 6月 23 日越南国会批准出台新《环

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该法鼓励保

护、合理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严厉禁止破坏和非法开

发自然资源；严禁采用毁灭性的工具和方式开发生物资

源；严禁进口不符合环保标准的机械设备等。

越南相关法规规定，国内工程开工前须经过严格的、

定期的环保核查，经检查不达标的企业必须马上停工整

顿并接受处罚。所有生产企业须安装污染控制和处理

设备，以确保符合相关的环境标准。越南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出台了关于环保行政处罚规定的第 155/2016/

ND-CP号决议，提高了违反环保法规的行政处罚力度，

并详细规定了不同主体（个人或组织机构）违反不同行

业环保规定来决定具体罚款金额。

2016 年 2 月，越南颁布关于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

费的政府第 12 号（12/2016/ND-CP）。根据规定，原

油环境保护费收取的幅度为 10 万越盾 / 吨；天然气、

煤气收费幅度为 50越盾/立方米，开发原油（天然气）

过程中的天然气收费为35越盾/立方米。石油和天然气、

煤气开发环境保护费归国家财政所有，100%上缴中央；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费（原油、天然气和煤气除外）

100% 归地方财政所有，以扶持对环境的保护和投资。

所有在越南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都必须遵守

越南关于环境保护的国家标准（TCVN）和相关技术规

范（QCVN）。标准由相关组织公布并自愿采用，而技

术规范由国家职能部门发布且强制实施。越南关于环境

保护的国家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周边环境质量和废弃物质

排放环保标准 12。对于各项技术要求，2009 年底，越南

资源环境部修改并颁布 21 项环境方面技术要求，范围

涵盖天然橡胶工业加工废水处理、土地重金属含量、项

目周边空气质量、地下水质量、纺织工业污水排放、火

电工业污水排放等领域。

建设项目立项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此类投资

或工程项目包括由国会、政府、政府总理审批的项目；

使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历史文化遗迹和旅游胜地

部分土地的项目；建筑、建材生产，交通、电子、能源

和放射性，水利和森林种植开发，矿产勘探开发和加工，

油气，垃圾处理，机械冶金，食品生产加工等项目；有

可能对内河流域、沿海地区和生态保护区造成不良影响

的项目；工业区、经济区、高新技术区和出口加工区建

设项目；新都市和居民聚集区建设项目；地下水和自然

资源大规模开发和利用项目；对环境潜在负面影响较大

的项目。环境评估结果将作为项目审批的依据之一。越

南资源环境部负责组织对国会、政府和政府总理审批的

项目进行环境评估，政府相关部委负责组织对本部门审

批的项目进行环境评估，而省政府负责对本省审批的项

目进行环境评估。

1.4  越南基本环境法律法规与外商投资政策

10 该法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实施。
11 该法于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实施。
12 周边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各种用途的土地环保标准、地表水和地下水环保标准，服务于水产养殖和娱乐项目的沿海水域环保标准，城市和农

村居民区空气标准，居民区噪音环保标准。废弃物质排放环保标准包括工农业生产废水排放、工业气体和固定排放及有毒物质排放环保标准。
越南关于环境保护的技术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废水排放技术规范（21 项）、废气和噪音技术规范（8 项）、危害性污泥（土）污染度技术规范（6
项）、水源和生活用水技术规范（6 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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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越南外商投资政策

越南投资主管部门是计划投资部，负责管理国内外

投资、工业区和进出口加工区管理，主管对官方发展援

助的使用，负责管理部分项目的招投标，经济区和企业

的成立与发展等。

越南于1996年11月12日颁布了《越南外商投资法》，

并于 2000 年 6 月 9 日对其进行了修订。该法为外资在

越南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不仅明确了外

资直接投资的范围和投资形式，还清晰地列出了“鼓励

投资目录”、“限制投资目录”和“禁止投资目录”。

在“禁止投资目录”中，除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项目外，

将危害其文化历史遗迹、道德和风俗，以及危害人民身

体健康、破坏资源和环境的项目也明确列入其中。新能

源的生产，尤其是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气、地热和潮

汐等新型能源应用均被列入“鼓励投资目录”，而高新

技术应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业、自然资源的有

效利用等均是鼓励目录中明确指明的投资领域。同时，

该法也明确指出，越南将不批准外资机构投资任何可能

对其国家安全、国防、文化和历史遗产、优良的习俗和

传统及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

《越南外资直接投资法》也明确指明，越南政府应

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在越南进行投资的外资机构，并

对投资保障措施给予详细的规范。同时也指明了在越南

投资的外资机构拥有的权利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其中，

第 51 条指出在越南投资的外资机构必须遵守其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

越南投资吸引力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越南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68 位，较上年上升

16位。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显示，越南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名第 55 位。

◆ 政局稳定且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政策具有持续

性，近年来国内GDP增长基本在 5%-7%；

◆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根据越南政府规定，

2018 年起国内劳动力最低月薪为 267-398 万越南盾（约

合 800-1200 元人民币）；

◆ 地理位置优越。越南海岸线长达 3260 公里，港

口众多，运输便利；

◆ 投资法较为开放、完善。为外商投资提供了较

全面的基础法律保障和较大力度的优惠政策；

◆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越南奉行全方位、多样化

的外交路线。保持与传统周边邻邦的友好关系，积极发

展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重点发展与中国、美国、俄

罗斯、日本、印度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以及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关系。并于

2007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目前已签署或正

在推进 16 项自贸协定；

◆ 基础设施需求潜力巨大。根据越南 2020 年基础

设施建设规划，公路、铁路、内河运输、海运部门、航

空运输等均需大力发展和建设。

与此同时，越南经济较大程度依赖出口，易受国际

经济环境影响，政府迄今未能对公债、坏账高企等问题

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虽然劳动人口充裕，但受过良好教

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仅有 20% 左右，素质有待提高。国

内配套工业落后，生产所需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需要进

口。同时，越南国内对外汇管制较为严格，投资者使用

美元限制较大，且汇率不稳定。此外，越南政府部门效

率较低，国企也有违约风险，对投资者而言具有相当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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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电力系统正处于转型阶段。过去五年，电力负

荷正以年均增长率 10% 的速度迅猛发展。据越南电力集

团（EVN）估算，越南需引入 1500 亿美元的投资来支

持其电力系统升级改造。随着越南政府债务接近指定上

限，如何撬动足够的资金投向电力部门解决电力短缺问

题，是越南政府在能源电力行业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对越南GDP增长潜力、贸易平衡、

环境绩效和能源安全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越南是东南

亚最有效的电力市场之一，国内电气化率已达 99%，与

邻国相比，越南的电气化成本也较低。为满足因经济社

会发展而与日俱增的电力需求，未来五年每年的能源需

求增长需维持在 10% 以上，电力装机容量需翻倍，政府

根据越南政府统计，截至 2017 年，越南太阳能实际

装机容量为 8MW，潜在装机容量可达 7140MW。风电

装机容量为 189.2MW，其发展潜力约为 26,763MW。

正努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以确保能源安全和满足日益增

长的电力需求。

越南能源比较多样化，包括煤炭、石油、天然

气、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据《越南可再生能源报

告 2018》，水电和煤电在所有发电源中占比最大，截至

2017 年，煤电在国家电力供应中占比约 34%，水电为

38%，天然气为 18%，可再生能源 10%（包括风电、生

物质和太阳能）。因政府颁发了一系列促进可再生能源

投资的激励政策，可再生能源（除水电外）在电力供应

中占比在 2017 年达 10%13。与 2015 年数据相比，越南

国家电力供应中，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均有所增长，具体

可参照下图 14：

据估计，2016~2020 年间越南能源需求每年增长率要超

过 10%，2021~2030 年间，年增长率约为 8%，如此才能

满足越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 2030 年，电力消费预

1.5  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障碍与潜力

132015 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占比约为 0.4%，水电为 38%，天然气为 20.7%，煤电为 33.5%。
14https://www.vir.com.vn/vietnam-renewable-energy-report-2018-63034.html 

5.1% 柴油及小型水电

2,006

38%水电

14,636

33.5% 燃煤发电

12,903

0.4%可再生能源

135

20.7% 燃气发电

7,998

2.3%燃油发电

875

按燃料类型发电（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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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 2014 年的四倍左右。根据政府电力发展规划，短

期内煤电和水电依然是越南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而核

电和可再生能源份额，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将会有大

幅度的增长。

越南太阳能和风能资源禀赋卓越，太阳能发电和

风力发电成本在过去五年有了显著下降（其中，太阳

能成本降低了 75%，而风电成本下降了 30%），使得

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的平准化成本降低到与传统化石

燃料发电相近的水平。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潜

在风险较低，建设周期比传统能源发电要短，选址也

更为灵活，更有利于满足越南电力增长需求。此外，

越南水电装机较大且天然气储量大，与其他国家相比，

可以更低廉的成本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组合多样化的

目标。随着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成熟，成本下降

趋势逐渐趋缓，但市场普遍认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

会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将推动可再生能源成为比传统

化石能源更为低廉的电力资源。

越南具有非常好的太阳能资源。越南平均太阳辐射

为平均每天 4.6kWh/m2。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太阳

能发电模式在农村、偏远地区的应用，太阳能发电比例

将会大幅度增加。越南的风力资源相对丰富，主要集中

在中南部的中部海岸，中部高地以及南海岸。

目前越南风速不低于 6m/s 的区域总潜力约为

8000MW，而风速低于 6m/s 的地区，其风电发展潜力

更大。太阳能的潜力为 4-5kWh/m2，具体发展潜力取

决于太阳能电厂所处的位置。目前，仅有 4MW 的户用

和示范项目；地热装机潜力约为 200MW。

因风力资源丰富，越南将风电作为其能源电力行业

优先发展领域。从 2011 年 6 月起，政府规定越南电力

集团风力购电价格固定为 1614VND/KWh，即 0.00006

欧元 /kWh，同时给予 ENV 每购买一度来自风能的电

力 207VND 的补贴。从 2011 年 8 月起，风力发电开发

商免征设备进口税和企业税。

2011 年 9 月，越南政府开始实施《国家电力发展规

划》，以提升国家能源安全、效率、可再生能源部署和

电力市场自由化。规划的目标预计截止到 2020 和 2030

年分别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由 2010 年的 3.5% 提高到

4.5% 和 6%。规划也包含了每类技术装机容量目标。

2015 年 11 月，越南政府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规

划 2016-2030 及 2050 年展望》，并于 2016 年正式生效。

该规划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指导文件，设定了清

晰的中长期目标，主要关注领域为生物质能、风电和太

阳能技术。规划指出，越南可再生能源发电在 2020 年

将达到总发电量的 7%，2030 年达到 10%。同时，越南

也将大力消减煤炭和石油进口量，以达成到 2020 年温室

气体减排量达 5%，2030 年减少 25% 和 2050 年减少 45%

的目标。

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许多障碍，越南也

不例外。越南正通过一些政策和措施，开放电力市场并

促进其私有化来推动国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满足其

国家能源规划目标和 NDC 目标。尽管越南可再生能源

领域国内外投资均在增长，近些年电力行业市场也逐渐

开放并自由化，但投资者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如：

◆ 经济障碍：目前某些可再生能源技术已经具有相

当的生产成本竞争力，但在不考虑负外部成本的情况下，

大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依然无法与政府提供补贴的传统

化石燃料发电项目竞争，电价本身无法反映真实的生产

成本，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投资收益不高。

◆ 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障碍：越南购电公司（EVN）

的管理程序复杂且不透明，同时与其协商购电合同较为

困难，造成投资者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大大增加。而且，

越南可再生能源部门规划和审批程序复杂且耗时较长，

增加了时间成本和对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期性及风险。越

南未来零售价格的不确定性，也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

产生一定的阻碍。

标准购电合同不具有可投资性，例如，风电部门的

标准化 PPA 条款就为银行给新建风电项目提供债务融

资设置了许多障碍，购电条款使得投资者，尤其是外国

投资者面临一系列投资风险。EVN面临诸多财务障碍，

不具有信用保障。项目开发商和融资者担心 EVN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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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照合同约定来支付购电资金。这个风险对外国开发商和投资者更为严

重。同时，越南可再生能源电力行业法律法规发展趋势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未发布明确的关于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法律法规来推动和规范行业

发展。

◆ 财务障碍：难以获得可接受成本的融资资金。因为可再生能源在越南

处于发展阶段，项目不多，商业银行缺乏项目评估经验。本土商业银行可再

生能源项目贷款利率较高，年利率至少为10%，贷款期限较短，通常为10年。

国际银行在政府担保的条件下可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贷款利率低于 5%。

缺乏充足的资金和合适的融资渠道，使得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难以获得具

有财务可行性的长期资金支持。缺乏足够的激励制度来促进成本较高的可再

生能源行业的投资与发展；虽然政府在积极推动电力部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但越南电力市场依然缺乏竞争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长期的、统一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规划，以便为可再生能源的融资、场地、开发商和营业许可等问题

提供法律法规保障和指导。

◆ 技术障碍：可再生能源领域缺少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而

且整体产业链和技术供应链有待发展，可再生发电设备商较少。加强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供应链，有助于实现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并为当地创造经济

价值。 

参照其他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历程和经验，单一的政策不足以解决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多重障碍，需要在技术、财政、经济和市场等多领域并进，才

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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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投资需求

2.2.1 能源、气候目标和相关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越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低。

但越南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排在全世界的第

34 位。与东南亚任何类似的邻国相比，越南每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大得多。越南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急剧增加，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4.66 亿吨二氧化碳，到 2030 年将达到 7.650

亿吨二氧化碳，主要来源是能源部门的排放。为了应对

气候变化和实现能源转型，越南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根据公开可得信息，目前越南绿色低碳发展政策

主要包括：

·2012-2015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标规划（NTPRCC）

·2012-2015 国家能源效率目标规划（NTPEE）

·越南国家绿色发展战略（VGGS），2012 年

·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规划（SPRCC）

·越南国家绿色发展战略，2012 年 9 月 25 日

·关于 2014-2020 年间越南绿色发展国家行动方案

的决议（GGAP），2014 年 3 月 20 日

·越南国家自主贡献实施计划，2016 年 10 月 28 日

·《关于至 2030 年面向 2045 年越南国家能源发展

战略定向》的决议，2020 年 2 月 11 日

2012 年颁布的《越南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中提出了

三项战略任务，第一条即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根

据相关目标提升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2014 年

正式批准的《2014-2020 越南绿色发展国家行动方案》

将国家绿色发展行动方案分为四个主要方向，第二大类

即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升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该类的行动方案具体包括：

2.1 越南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绿色低碳发展政策

活动措施 内容 牵头机构 / 合作机构 资金来源

制定相关政策，优先发展清

洁能源 / 优化制度 /2013-

2014

- 审核并修订水电开发总体规划

- 制定投资、税收和价格政策，并利用市场经济政策和工具鼓

励开发和使用天然气

- 利用经济政策促进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热能和

生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并监测政策的实施效果。

MoIT/

规划和投资部 / 科技部 /

自然资源和环境部 / 财

政部 / 省市 PPC

国家预算

支持新能源（风能、太阳

能、潮汐能、地热能、生

物质、生物燃料）的研发，

包括技术、创新和结构调

整 /2014-2020

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如调研、研究和生产实验及

最佳实践提供支持：

- 保护促进可再生能源商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技术创新；

- 优先为进口新技术和设备提供关税优惠；

- 支持向新能源生产设备和提供国内服务进行投资。

MoST/ 规划和投资部

/ 工贸部 / 农业和农村

发展部 / 财政部 / 省市

PPC/ 越南能源组织协

会

国家预算

企业投资

国际技术援助

完善清洁空气的法律体系

构建。实施温室气体清单，

监测 GHG 排放并管理

GHG 减缓措施 / 体制完善

/2013-2015

- 调研、评估和建立清洁空气法律框架；

- 为建立定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提供支持，如提升政府官员

相关能力和建立数据库等；

- 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定期监测温室气体排放，并管理温室气

体减缓行动及措施。

MoNRE/

科技部 / 工贸部 / 交通

部 / 建设部 / 农业和农

村发展部 / 省市 PPC

国家预算

国际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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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越南能

源需求逐年增加。越南需要构建一个清洁、可负担和可

靠的电力供给系统，在满足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的同时，

尽可能降低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越南涉及能

源发展目标与政策的文件包括《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和

《第七个越南电力发展规划（2011 年 -2020 年）修订

版》。为推动电力行业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越南政府

发布了《电力法》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2016-2030

和 2050 年展望》，其中《电力法》为电力行业发展规

划和投资提供了法律基础，规定了参与电力行业的机构

和个体的权力和义务。该法涉及电力运营的职能、义务

和权力，反垄断，并开放电力生产行业，确保电力供应

和消费的公平公正。

在国家自主贡献方案（NDC）中，越南承诺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比基准线情景减少 8%，与 2010 年

相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下降 20%。如果

得到国际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越南在基准线情景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的基础上可提高到 2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碳排放量比 2010 年下降 30%。越南 NDC 也明确了实现

减排目标所计划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如加强政府引导；

改善能源利用的有效性与效率，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促

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应用；增强国际合作等。越南

NDC 预计未来将以煤电、水电和天然气满足国内主要

能源需求，并逐步由核电和可再生能源替代。

为落实NDC目标，2016年3月，越南政府批准了《第

七个越南电力发展规划（2011 年 -2020 年）修订版》。

修订后的规划调低了电力需求增长预期，并鼓励利用太

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修订后的

规划将 2016 年至 2030 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下调到 1.5％ ~7.0％。这一调整将 2020 年和 2030 年的

电力需求分别降低了 20％和 18％。该规划是越南实现

其《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一个重要措施。

生产 (Mtoe)

在一次能源总消费的占比

发电 (GWh)

水力发电 (GWh)

抽水蓄能容量 (MW)

生物能 (toe)

风能 (GWh)

太阳能 (GWh)

可再生能源 2015 2020 2025 2030

25

 31.8%

58 (35%)

56

N/A

0.3

180000 kWh

0.01

37

 31%

101 (38%)

90

N/A

1.8

2.5 (1%)

1.4 (0.5%)

62

32.3%

186 (32%)

96

2400

9

16 (2.7%)

35.4 (6%)

138

44%

253 (43%)

8000

20

53 (5%)

10 (20%)

表 2-1 越南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策略的主要目标
注：kWh= 千瓦时，Mtoe= 百万吨油  来源：由 IEA 数据整理而得

2.2.2 绿色低碳发展政策

自 1986 年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以来，越南已经从

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在此过程

中，越南也完成了教育、健康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

（如电力和卫生设施）的供给。越南正通过体制改革和

促进投资来提升国家可持续和绿色发展，以此来提升自

身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如资源枯竭、空气污染、生物

多样性破坏、森林砍伐和退化等问题。越南在 2016 年

批准了《巴黎协定》，承诺将国家森林覆盖面积提高到

45%，并提出到 2030 年，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将温室

气体减排量降低 8%。越南制定了《2011-2020 年国家

绿色发展规划》，涉及碳减排目标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

评估和报告方案，以及建立碳交易市场的阶段性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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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和《通告》要求所有的信贷机构制定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但未能为信贷机构如何建立其政策

和体系做出指导和建议。

- 《指示》适用于银行业，同样，这些政策也可为其他金融活动，包括资产管理、私人股权投资或保险，提

供参考和借鉴。

- 《指示》表明，气候变化作为环境风险之一，需要进行分析和评估。未来，需将气候策略纳入其中。

- 越南相关负责部门未来可能考虑参考国际行业最佳实践，并鼓励金融机构加入国际倡议。

划。此外，越南颁布了《2014-2020年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鼓励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越南银行和金融系统正在飞速发展。2015-2017 年，

越南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可持续金融政策和指南，支持

《2014-2020年国家绿色发展行动计划》的落地和实施。

越南国家银行（SBV）颁布了三个绿色金融法规和指南，

目前已处于执行阶段，包括：

2015 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绿色信贷发展和授信活

动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

（Directive on Promoting Green Credit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Management in 

Credit Granting Activities）和 《银行业实施 2020 国

家绿色发展规划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 of the 

banking sector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Green 

Growth Strategy until 2020）。

为推动银行业业务和活动的积极改进，《指示》鼓

励所有在越南开展业务活动的信贷机构，包括商业银行、

金融公司、金融借贷公司、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分支机

构，为其信贷活动研究并开发一套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体

系，并对接受其贷款的客户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进行定

期的监测和监管。

《指示》要求信贷活动考虑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和

能效提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人民健康等问题。

所有信贷机构（即商业银行、合作银行、非银行的信贷

机构、微型金融机构、人民信贷基金和外资银行分支机

构）必须建立并实施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并每季度

向 SBV 进行汇报。《指示》鼓励信贷机构优先为可有

效节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项目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并支持研究和开发绿色信贷产品，为可推动绿色发展的

项目、生产和商业活动开发信贷激励措施。

2016 年，越南发布了《规范信贷机构或外资银行分

支机构借贷交易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Circular 

prescribing lending transaction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or foreign bank branches with customers），以规范

通常的借贷规则。该通告明确指明，符合环境法律法规

必须作为信贷机构向客户发放贷款的原则之一。

2017 年，SBV 发布了补充性倡议，包括《绿色项

目目录》（Green Project Catalogue）（定义了绿色项

目和行业）、《信贷机构绿色信贷统计指南和要求》和《原

始信用规划》（Master Credit Program）( 为绿色项目

提供财务优惠政策，如利率或优惠条款 )。

同时，为了构建绿色经济体系，越南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推动绿色转型，如 2010 年颁布并于 2012 年

正式生效的《环境税法》，正式引入了环境保护税，使得越南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环境税改革的先行者。该法规定，

对精炼燃料、煤炭和其他对环境有害的物质（HCFCs、杀虫剂和软塑料袋）以单位消费税的形式征税。除环境税外，

政府分别从2003、2007和2008年开始针对污水、固体废物和采掘业（包括煤气、天然气、原油、金属和非金属矿物质）

征收环境保护费。越南计划和投资部也考虑为识别更有效的财政激励来制定实施路线图，如征收碳税并推动公共投

资转向能效及可再生能源领域，以期推动绿色发展战略并实现其经济和环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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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南已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具

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而言，越南外资直接投资已超越中国和印度，成为除马

来西亚外东盟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国家。2017 年，越南

外国直接投资达 175 亿美金，创历史新高。根据越南规

划与投资部数据，越南已注册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在过

去四年几乎翻了一番，从 2014 年的 200 亿美金增长到

2017 年 360 亿。

截至2017年底，共有115个国家和地区在越南投资。

越南外商投资国依次为：日本（协议金额 91.1 亿美元，

占外资总额的 25.4%）、韩国（协议金额84.9亿美元，

占23.7%）、新加坡（53亿美元，占14.8%）、中国（协

议金额 21.7 亿美元，占 6.1%）。美国累计对越南投资

协议额 110 亿美元，排名外资来源第九位，占越南吸引

外资总额的 3.5%。俄罗斯对越南投资额为 11 亿美元，

占越南吸引外资总额的 0.3%。东盟九国对越南投资额

约为 659 亿美元，占越南吸引外资总额的 20.7%。1992

年至今，日本向越南提供的 ODA 资金累计达 2.8 万亿

日元（约合 270 亿美元），是越南最大的援助国。欧盟

是越南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越南重要的援助来源。截

至 2017 年底，欧盟对越南投资额 198.3 亿美元，占越

南外资总额的 6.2%，对越南投资项目达 1764 个。 

从外商投资分布情况来看 15，加工制造业为吸引外

资最多的领域，投资额 158.8 亿美元，占比 44%。其次

为电气生产配送业，83.7 亿美元，占比 23%。外商在越

南全境 59 个省市中投资量最多的是胡志明市，共 65 亿

美元，占全国吸引外资总额的 18%；其次为北宁省（34 

亿美元，占 9.5%）和清化省（共 31.7亿美元，占 8%）。

近年来，尽管越南政府积极推动外商投资政策的发

展和落实，但目前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目前而言，

外资在越投资的主要障碍包括：越南法律法规不完善、

法规监管不善且管理程序复杂。同时，越南金融和银行

系统风险较大、金融结构较为薄弱、通货膨胀风险较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吸引国外投资，越南必须改善其政

策和法规体系，需要制定高效的外国投资公共管理机制。

同时，需要严格筛选外国投资项目，谨慎为那些无效和

低效的项目签发投资许可。

外国投资者在越投资的方式多样，如债券、股权、

不动产、货物、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等等。金融衍

生工具在越南比较少见，政府正在研究并建立必要的法

律法规体系，以鼓励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和创新。

越南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发展潜力巨

大。根据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规划，政府计划到

2020 年将风电装机容量从现有的 140 MW 提高到 800 

MW，2030 年达 6000 MW。 2020 年，太阳能发电装

机预计从现有的 850 MW 提高到 4000 MW，2030 达

12000 MW。越南政府正通过政策和行动来促进可再生

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预计到 2020 年提高到 5.6%，

2030 年达到 9.4%。

2015 年，越南全国发电装机为 38553MW，水电占

比 38%、煤电为 33.5%、天然气为 20.7%，除小水电

外的可再生能源仅为 0.4%，其他装机主要是石油和小

水电。同年，越南颁布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2.2  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与机遇

15 同样以 2017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

越南电力集团（EVN）

独立电力生产商 (IPPs) 

私有化电力生产商

BOT 项目

市场参与者 机遇

需求外部支持来满足预期需求

随着电力市场的开放，期待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之前无法参与电力市场

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越南电力市场主要参与机构与外资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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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相关目标也反映在经修订的国家电力发展总

体规划 (PDPVII 修订版 ) 中。根据 PDPVII 的修订，越

南目前计划在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

的占比提高到 10% 以上。2016 年晚些时候，越南决定

不再进入核能阶段，并停止了两座核电厂的准备工作，

总装机容量为 4000MW兆瓦。这种能力差距为增加太阳

能和风能提供了机会之窗。

越南经济增长强劲，外国投资者正积极参与制造部

门的投资，政府为私人资本投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制

造了积极的政策环境，尽管可再生能源电力领域存在着

法规环境有待发展和电价较高等问题。为了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并创造一个可以释放私人投资潜力的市场，

越南正积极采取措施，如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上网电

价，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来撬动资金流向绿色低碳

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企业。同时也在积极推动管理体

制改革，推动电力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并制定了较为

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根据越南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项目

享受固定资产进口货物、原材料和半加工产品关税豁免

优惠。免税期适用于企业税，前四年免征，随后 9 年按

50% 的优惠征税。其他财务激励政策包括信贷优先、土

地使用和环保活动费。为确保投资者获得持续汇报，对

于并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施批复电价（可避免

成本电价和上网电价），包括标准化购电合同（20年），

并要求越南电力集团优先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并网、调

度和以批复电价来购电。

第一阶段（2005-2014）：

竞争性的发电市场，即允许

电力生产商入市，将所投资

电厂产生的电力以具有竞争

性的价格出售。

第二阶段（2015-2022）：

竞争性的批发市场，即电力

生厂商和电力批发商入市。

除越南电力集团外，允许其

他批发买家。

第三阶段（2021-2030）：

竞争性的零售市场，即电力

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均

可入市。

越南竞争性电力市场路线图

图 2-6 越南竞争性电力市场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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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环境与风险

3.1 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
越南以水力和火力发电为主，总容量43010兆瓦，

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二。根据越南第七个电力发展规

划，到2020年全国电力总需求将达到3400-3700亿度。

可再生能源发电，特别是风电将与火电、核电成为今

后越南电力发展的重点。中资企业在越南电力市场有

较强竞争力，已经完成和正在实施的电力项目包括：

海防一、二期热电项目、锦普一、二期热电项目、广

宁一、二期热电项目、山洞电站项目、永新二期热电

项目、沿海一、三期热电项目、海阳热电厂、冒溪热

电厂和升龙热电厂等。

越南电力需求增长较快，长期以来电力供不应求，

限电情况时有发生。工贸部是政府电力主管部门，越

南电力集团（EVN）是集全国电力生产、供应和分配

调度于一体的电力中枢企业。为适应清洁能源发展潮

流，减少环境污染，越南政府鼓励对太阳能、风能等

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2011 年 6月，越南政府出台《关

于风电发展机制的第 37 号决定》，提出鼓励风电发展

的政策措施，包括将风电并网价格提高至 7.8 美分 /

度（火电和水电并网价格约 5.5 美分 / 度），将风力

发电列入越南第七个电力发展规划，计划到 2020 年将

风电功率提高至 100 万千瓦。此外，越南还鼓励利用

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发电。2017 年

4 月中旬，越南政府总理签发《关于在越南发展太阳

能发电项目鼓励机制的第 11/2017/NQ-ttg 号决定》，

对构成太阳能项目固定资产的进口货物进行免税，太

阳能发电项目、输变电项目所占土地可减免土地和水

域的使用费、租赁费。同时，规定越南电力集团应以

2086 越盾 / 度（约合 9.35 美分 / 度）的价格全额收

购并网太阳能发电站所生产的全部电力。

2011-2015 年阶段，越南国家电网规模和覆盖率

持续扩大，电力生产水平持续提高。5 年来，供售电

量年均增长率达 10.84%。工业、建设领域电力供应年

均增长 9.6%，贸易服务、农业领域电力供应分别增长

14.1% 和 20.1%。越南电力集团的投资总额达 479.62

万亿越盾（约合 228 亿美元），是上一个五年的 1.37

倍。越南电力集团共有 73 家电厂投入运营，总功率达

17929 兆瓦；动工兴建 10 个电力项目，总功率为 5629

兆瓦。2016-2020 年阶段，越南电力集团将筹资 600

多万亿越盾（约合 285 亿美元），有针对性地对重点

工程项目进行投资，保障工程项目质量和施工进度。

按计划，未来 5 年越南电力集团将建设并投入运营总

装机容量达 5819 兆瓦的 11 个电力项目。  

越南是持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也是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十个国家之一。为满足其

能源消费需求，中短期的发电装机增量中煤电会占据

主流。但长期而言，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及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的加强，未来新增发电装机中可再生能

源的比例有望大大提高。

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为其创造更为优良

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流入可再生能源行业。同

时优化能源结构，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提高能

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实现经

济机构的绿色低碳转型，越南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

法规来完善能源电力市场，基本的法律法规如下：

◆《电力法》（2004 年）

◆《电力法》（2012年修订版）

◆ 能源法实施法令 137/2013/ND-CP》

◆ 支撑性法律

• ·投资法

• ·企业法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第 63/2018/ND-CP
法令

《电力法》为电力行业发展规划和投资提供了法

律基础，规定了参与电力活动和利用的机构和个体的

权利和义务。该法涉及电力运营的职能、义务和权利，

反垄断，并开放电力生产行业，确保电力供应和消费

的公平公正。该法确立了电力部门机构机制，如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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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创造环境，确保电力行业对投资者具有财务

吸引力，鼓励节电、有效电力利用并保护环境。电价

覆盖所有成本和合理利润，并考虑为乡村电气化提供

政府补贴，助力越南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该法涉及

可再生能源的相关内容： 

1）为满足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电力行业的

发展需求，应在能源合理发展的基础上，尽可能推动

电力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2）建立并发展电力市场。

3）采用先进技术，推动节电、能源消费效率的提

升，保护生态环境。

4）提升电力行业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

利用。

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和 NDC 目标，越南也制

定了相应的能源电力发展规划。2016 年，越南政府批

准了《国家电力发展总体规划 2011-2020 和 2030 年

展望（修订版）》。特别指出的是，在 2011 年版本中，

化石燃料是越南电力部门鼓励发展的主要领域。但在

修订版中，2030 年煤炭生产目标已经被降低约 30%，

由先前的76GWh减少到55GWh。相反地，可再生能源，

尤其是太阳能发电，在2030年规划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规划》计划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份额提高到

7%，2030 年提高到 10% 以上，同时降低进口煤炭发

电厂产生电力的使用，确保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到 2020 年、

2025 年和 2030 年，政府计划将电力装机容量分别提

高到 60000MW、96500MW 和 129500MW。电力能源

规划除提出具体的发展目标外，也为推动可再生能源

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并在积极推动这些政策

的完善和实施，具体如下：

法规 内容 RE 目标 / 激励政策

第 1855/QD-TTg 号决议，2007 年

12 月 27 日发布

批准《越南 2020 年能源发展规划及 2050

年展望》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

3%-2010

5%-2020

11%-2050

第 1208/QD-TTg 号决议，2011 年 7

月 21 日发布

批准《2010-2020 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及

2030 年展望》 （第七个国家电力总体规划）

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占比：

3.5%-2010

4.5%-2020

6.0%-2030

第 2068/QD-TTg 号决议，2015 年

11 月 25 日发布

批准《越南 2030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及

2050 年展望》

- 税收激励政策：免除或降低进口税和企业所得税；

- 用地激励政策：免除或降低土地使用或租用费

第 428/QD-TTg 号决议，2016 年 3

月 18 日发布

批准《修订的 2011-2020 国家电力发展规

划和 2030 年展望》（修订的电力总体规划 7）

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占比：

7%-2020

10%-2030

中央政治局第 55 号决议，2020 年 2

月 11 日

《关于至 2030 年面向 2045 年越南国家能

源发展战略定向》的决议

2030 年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 125GW~130GW。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

15%-20%，2030 年

25%-30%，2040 年



19   |   中国可再生能源对外投资机遇与挑战案例国研究（越南篇）

 投资环境

由于越南公共债务水平持续升高，政府正竭力拓

宽融资渠道，因此越南电力部门全面向私人投资者开

放。2012 年开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投资、建

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 2016年，政府颁布《2016-2030

国家电力总体规划》，着重指出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发

电比例，预计在 2020 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

质发电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提高到7% 。而在 2017年，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仅为总发电量的 0.5%。截

至 2018 年底，可再生能源项目总装机在越南电力装机

总量中占比 2.1%。

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利于缓解越南电力需求压力，

是越南最优先要发展的行业之一。《国家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 2015-2030》中指出，越南可再生能源电

力产量将由 2015 年的 580 亿 kWh 提到高 2020 年的

1010 亿 kWh，2030 年达到 1860 亿 kWh，2050 年提

高到 4520 亿 kWh 或是电力总产量的 42%。规划肯定

了水电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电力安全的贡献。同时，

基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决定更多地开发中小型

水电项目。与 2015 的 560 亿 kWh 相比，水电总产量

预计在 2020 年将达到 900 亿 kWh ，2030 年及以后

每年约 960 亿。同时，文件指出将优先发展生物质能

生产电力。促进太阳能发展，为偏远地区提供电力。

2020 年太阳能电力总产量计划提高到 14 亿 kWh，

占电力总产量的 0.5%，到 2030 年提到 354 亿 kWh，

占总产量的 6%，2050 年太阳能发电量占总产量的

20% 或达 2100 亿 kWh。此外，目前主要推动陆上风

电的发展，但 2030 年起将重点转向海上发电的开发和

利用。风电总产量到 2020 年预计到 25 亿度，占总发

电量的 1%，并计划在 2030 年提高到 160 亿 kWh，占

国家电力总产量的 2.7%，到 2050 年分别达到 530 亿

度和 5.0%。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包括信贷准入、税收和土地租赁减免，以及为太阳能、

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提供固定的上网电价定价机制，

具体请参见下表。

太阳能

风电

小水电

生物质

固废能源利用

类别 支持性机制 价格（美分 /kWh）

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

可避免成本价格

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

9.35

7.8

~5，取决于季节峰值和每日峰值

7.34-7.55

7.28-10.05

表 3-1  改善法律法规环境之电价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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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了越南能源电力领域相关的政府机构及相

互之间的关系，各机构具体职责如下：

1）工业和贸易部：定期审查和督促项目投资方和合同

方，及时指导和解决投资流程障碍，推动项目按批准的

时间表和效率运行。向总理汇报延期项目情况，以便解

决相关问题；密切监测电力供应消费、发电和电网项目

进度，以决定或调整项目进度。或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向总理汇报是否批准新项目加入总

体规划或撤销非必需项目；指导总体规划中关于场地、

火电中心和水电规划的制定、评估和批复。管理天然气、

煤炭等资源的发展和进口，以满足电力、工业或其他必

图 3-1  越南能源电力部门机构及相关职能

可再生能源政策及投资相关的政府部门

需产业需求；发布总体规划批复项目和投资者名单，并

提交总理审批；组织国际招投标，以便选择电力项目投

资者。如需指定合同方，将协调相关部门提交总理审核；

开发电力发展融资规划，并向总理汇报。

2）计划和投资部：开发吸引外商投资、ODA 和私人

资本的机制和政策，推动电力部门的平衡、可持续发展；

与工业和贸易部联合主持并协调，为电力部门发展总体

规划的制定和发布提供充足的预算。

3）财务部 : 主导并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制定财务机

制和资金机制，推动电力部门的发展；协调工业和贸易

输
电

发
电

政府部门

工业贸易部

财务部

规划投资部

能源总局

越南能源管理局

越南电力集团

越南电力集团下属发电公司

股份制电力生产公司

独立电力生产商

国家电力调度中心

国家电力输送公司

配电公司

用户

 工业贸易部
财务部

规划投资部

其他部门

能源总局 越南能源管理局

越南电力集团
下属发电公司

股份制电力
生产公司

独立电力生产商

配电公司 用户

越南电力集团

国家电力调度中心
越南电力集团 越南电力集团

国家电力输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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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太阳能发电投资潜力和相关政策

越南是世界上阳光年照射时间最高的国家之一，

平均约为 2000-2500 小时，其太阳能生产潜力巨大。

根据越南太阳能照射图，南部地区拥有较好的太阳照

射条件，太阳能平均强度为 5kWh/m2/ 天，最宜开发

太阳能资源。到 2030 年，越南预计将太阳能年生产能

力提高到 12GW。

由于上网电价较低，越南太阳能发电能力较低。

MOIT 已提议为太阳能发展提供优惠政策，预计将其

上网电价提升到 0.112~0.167 美元 /kWh，具体电价

依电力消费和生产差而定。在岛屿地区，电价可能提

高到 0.19 美元 /kWh。除电价外，同时配套土地优

惠、投资优惠、进口关税豁免和企业收入税减免等政

策。越南同时在电力发展规划中将太阳能发电装机由

几乎为零的状态提升到 2020 年的 0.8GW 和 2030 年

的 12GW，后者约占当年能源总产量的 3.3 %。同时，

随着设备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太阳能电板已从高峰时

的 3-4USD/W 降低到低于 0.5USD/W。越南的自然

资源条件，如 4.5-5.5kWh/m2/ 天的平均太阳能辐

照度，非常有利于发展太阳能发电项目。因此，随着

电价提高、配套优惠政策的实施、设备价格降低和运

营成本的下降，越南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发电

的投资潜力急剧增长。

2017 年 4 月，越南总理签发了一份《关于推动太

阳能发电行业的鼓励机制的决议》，其中一项关键的

政府支持条款表明，越南政府承诺将以 0.0935 美元 /

kWh（2086VND）的保障性价格购买太阳能发电项目

所产生的电力，并持续购买 20 年。此条款保障了太阳

能发电项目的盈利性，推动了国内外资本涌向越南太

阳能发电项目。太阳能项目运营商如能在 2019 年 6 月

与越南电力公司（EVN）签订购电协议，将会享受资金、

公司税、设备和场地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政府

声明不为 6 月后签订的太阳能购电价格提供保障。

充分理解第 11条决议（太阳能发电项目鼓励机制）

及其附属指南的相关条款，分析越南电力市场的机遇

与挑战，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以下是

与太阳能发电相关的一些规定：

◆ 资金募集：参与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发的组织或个

人可能需要向国内或国际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募集资

金。2017 年 3 月 31 签发的第 32/2017/-ND-CP 法

令指出，太阳能发电项目投资者向越南开发银行的贷

款金额不应超过其总投资资金的 70%。

◆ 税收优惠：1）作为太阳能发电项目固定资产的

进口货物享受免税政策。如用于太阳能发电项目的进

口货物在国内市场没有供应时，可享受免关税的优惠

政策；2）太阳能发电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 用地优惠：1）太阳能发电并网和输变电项目享

受土地征用、租赁和地表水费用；2）政府应推动太阳

能发电项目的土地规划与实施。

部根据市场机制制定电价政策。

4）越南国家银行 : 指导并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制定适

当的政策和机制，以提高银行满足总体规划中电力项目

资金需求的能力。

5）越南电力集团 : 根据规划的时间表，投资发电和电

网项目，并确保其投产运行。负责购买电力、电力进口，

输配电网系统的管理和运营，确保国家电力供应；参与

总体规划中关于场地、国家电力总体规划中火电中心的

详细规划，并提交工业和贸易部门审批；负责火电中心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主要负责电力项目的部分

投资；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电力生产、输送和分配过程

中的电力损耗，制定节电计划，推动电力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指导国家电力输送公司建设 500 kV 和 220 kV

电力输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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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颁布后，越南太阳能发电项目批复申请和

建设开始快速增长，到 2018 年 9 月，已批复的太阳能

发电项目数量达 121 个，总装机容量达 9200MW。同

时，装机容量为 16800MW 的 211 个项目还在审核批

复中。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要求 2020 年太阳能装机总

量要达到 850MW，2025 年提高到 4000MW。然而，

由于法令的颁布，截至 2019 年 11 月越南已运营和已

批准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已达 7000MW，远超 2025 年

预计的装机总量。但越南现有电网基础设施太过薄弱，

已建项目无法及时并网发电。

越南太阳能发电项目的爆发式增长使越南财政和

电网不堪重负，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越南总理于 2019

年 11 月 22日签署第 402/TB-VPCP号通知 16，宣布：

1）停止向地面光伏发电项目提供补贴，取消上网电价

机制而重新引入竞价上网；2）屋顶光伏项目和某些

已批准的地面项目依然采用固定上网电价模式；3）宁

顺省 2GW 以内的光伏项目依然可享受 2017 年的补贴

电价，采用先建先得的方式确定资格。同时，越南政

府要求越南工贸部（MoIT）尽快出台具体措施以落实

上述通知内容。据报道，越南工贸部正建议政府维持

大型光伏电站的上网补贴而非直接转向竞价上网。具

体建议为：将地面光伏项目的上网电价维持在 0.0709

美元 /kWh，浮动光伏电站的上网电价维持在 0.0769

美元 /kWh，且仅限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前批准的

项目。

根据越南太阳能发电相关法规和发展现状来看，

越南目前亟需适当的技术和政策方案来解决太阳能和

风电场与国家电网连接的问题。风电和太阳能电厂与

国家电网的连接点越多，运行风险也就越高。因此，

越南国内输变电系统的改善对其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

展极为重要。

16http://www.chinapower.com.cn/sogjxw/20191209/1292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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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环境和风险分析
为了推动电力市场的竞争，政府对三家主要电力

生产商进行了私有化，包括越南电力集团（EVN）、

越南石油（PVN）和越南煤炭矿业集团 (Vinacomin)。

三家公司的股份改组预计于 2018 年完成，以此向私人

投资者开放电力零售市场。在 2017 年 6 月，EVN 结束

其作为电力生产市场唯一买方的角色后，竞争批发电

力市场的法律法规也相应完成。随后，电力零售的私

有化也相应开启。越南政府要求工业和贸易部 (MOIT)

与 EVN 合作来推动越南电力部门私有化在 2023 年全

部完成。

越南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该

国也一直坚持鼓励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以满足其能源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国家 2030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

划要求太阳能供电于 2015 年达到 1000 万度，2020 年

达14亿度，2030年达354亿度。根据越南投资和贸易部，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已有 100 多个太阳能项目获得批

复。截至2020年，这些项目预计可提供4.7GW的电力。

为鼓励太阳能领域的发展，政府积极与五个适合太阳

能发电项目的区域合作。这些区域主要是越南中部的

Binh Thuan 和 Ninh Thuan 和中部高地的 Dak Lak

省，以及南部的 Long an 和 Tay Ninh 省。对于太阳

能项目而言，立项场地是全年降雨量较少、一年内至

少有 250 天每天日照时长超过 10 个小时的区域。Ninh 

Thuan 是最理想的太阳能发电场地，其每年日照时长

达 2800 小时。据该省规划和投资部副部长的发言可知，

该省已批准了 15 个风电项目和 27 个太阳能发电项目。

这 42 个项目一旦上网投产，将分别产生 800MW 和

1800MW 的电力供应。2018 年 5 月，Dak Lak 省批复

了 18个投资者，建设4个新太阳能项目。截至2020年，

现有的 12-13 个项目将产生 1980MW 的能源供应，预

计 2030 年，将有 30 个项目提供 9800MW 的电力供应。

南部的 Tay Ninh 省也批准了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

包括 Dau Tieng1 和 2 期太阳能发电厂，该电厂是越南

最大的太阳能项目。1 期预计于 2018 年正式投产，装

机规模为 150MW，2 期装机为 200MW，预计于 2019

年并网投产。

但如投资者希望上述项目能于 2019 年 6 月投产，

还存在某些技术障碍。截至 2018 年 7 月底，12622MW 

的太阳能项目依然处于前期投资阶段，1432MW 处于

设计和可行性研究阶段，1002MW 处于建设阶段，仅 

8MW(0.1%) 投产运行。根据目前释放的政策信号，越

南政府将继续推动其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包括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如能实现这些目标，越南的太阳能发电行

业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之一。

由于上网电价较低，风电比太阳能的发展更为困

难。仅仅 5700MW 风电项目处于前期投资、设计和可

行性研究、建设或运行阶段，远远低于太阳能项目。

Bac Lieu、 Soc Trang、Binh Thuan, Ninh Thuan

和 Ben Tre 四个省的风电装机容量比较高。

由于可再生能源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开发商面临众

多挑战和风险。如购电协议的法律风险，由于购电协议

协商较为困难且难以实施，国外借款人认为可再生能源

项目欠缺盈利性。即便签订了购电协议，固定低廉的上

网电价对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收期会有很大影响。同

时，开发商也面临许多运营风险，如项目延期、偏远地

区输送系统超负荷和采购设备质量较低等。

越南规划和批准了多项可再生能源项目，但由于资

金不足，转化率非常低。大多数项目通过国际银行来获

得资金，当地银行仅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来参与项目投

资。目前，越南仅能为 1000-2000MW 装机容量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尚有 10GW 装机容量的可再生能

源项目资金亟需解决。现有资金和长期资金来源不足等

问题，使得开发商向国内金融机构申请长期贷款较为困

难。

近些年，电力行业私人投资持续稳定增长，大多投

资的形式为 BOT，即国外投资者建设发电项目，运行一

段时间后，将其移交给越南政府。此类项目对外商投资

未设任何限制。随着市场持续开放和自由化，越南外商

投资的电力项目呈稳定增长的态势。2015 年，外商投资

的电厂装机容量达 2800MW。在越南比较活跃的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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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呈多元化趋势，如 GE、Mainstream Renewable 

Power 和 Phu Cuong 集团在 Soc Trang 省合作投资

一个装机容量为 800MW 的风电场。2017 年 6 月初，

签署了总价为 2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其他可再生能源

项目投资企业包括 AES 集团（美国）、Xuan Thien 

Daklak 和 Long Thanh 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公司（越

南）、Fujiwara（日本）和Solar Park Global（韩国），

这些项目总价值为 4500 万到 22 亿美元。

越南光伏现状

截止 2018 年 7 月，越南共有 12.622GW 的项目

处于前期投资阶段，另有 1.432GW的项目处于开发和

可行性研究阶段。大约有 1GW 的项目正在建造，已

经投产运行的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仅为 8MW。同样截止

2018 年 7月，越南共有 748 个屋顶光伏项目正在运营，

总装机为 11.55MW。安装屋顶光伏的主要由 Intel、

AveryDennison和DeutscheBekleidungswerke三家机构。

尽管越南光伏行业对外资所有权没有限制，但由

越南开发光伏项目面临的挑战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投资者开始在越南运作可

再生能源项目，但要缓解投资者的担忧，越南还有许

多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虽然过去几年越南的政策有

所放宽，但投资者仍面临许多障碍，例如：缺乏资本

融资渠道、低电价与新技术带来的高投资成本之间的

矛盾、缺少合格的人力资源、配套产业和供应链有待

发展、电网较为薄弱、PPA 不具有盈利性、复杂的监

管体系和法规程序使得大型项目延期、电价趋势缺乏

预见性和透明度等问题。

到 2020 年，越南每年需要约 80 亿美金，2021-

2030 年期间，每年需约 108 亿美金，来支持电力行业发

展，包括电力生产和电网建设（除 BOT 外）。由于电

力部门发展所需的高额资金需求，越南政府允许外资企

业进入能源和电力部门。国外投资者可选择的投资方式

包括：100% 外资控股公司、合资公司和 PPP（以 BOT

合同的形式）。由于低廉的上网电价和较高的生产成本，

于政府的担保和激励措施，采用 BOT 模式的 PPP 项

目更受欢迎。目前，越南市场光伏的主要投资商有：

German ASEAN Power、B.Grimm Power Public 

Co Ltd、天合光能、西门子、晶澳太阳能、Schletter 

Group、Sunseap International、 Nippon Sheet 

Glass、 Ecoprogetti、Tata Power、Shapoorji Pallonji 

Infrastructure Capital、Gulf Energy Development、

InfraCo Asia Development、ACWA Power.

PPP 可能是进入越南能源电力市场最有效的方式。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越南要实现新的电力

发展规划和 NDC 情景下的电力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

约为 2090 亿美元，煤电投资占该总投资的 34%。可再

生能源和电网分别占 30% 和 26%。据 IFC 估算，越南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约为 590 亿美元，其中

光伏和小水电项目的投资需求分别为 310 亿美元和 190

亿美元。17 

为满足能源目标的资金需求，越南将建立可持续清

洁能源基金，该基金资金来源包括国家预算和化石能源

环境费。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策略，政府将发起可再生

能源投资组合标准（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作为指导可再生能源部署的政策机制。此外，越南也将

实施净电表计量电价和税收优惠政策，关于用地和环境

许可的规则和管理程序也将逐步制定并实施。以此为可

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优良的投资和政策环境。

17 国际金融机构：《新兴经济体的气候投资需求》，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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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在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4.1 中国在越可再生能源投资现状

如图所示，越南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日本、韩

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和泰

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美国，

韩国在亚洲的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

力。美国和日本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太阳能硬件的制造

行业，而中国在越南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随着近几

年中越在带路倡议下合作的加深，以及越南电力市场的

逐步开放和完善而有所增长。

1992 年底中越即签署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

协定》，2004 年越南向中国提出了共建“两廊一圈”18 

的提议。中越自 2006 年以来就在“两廊一圈”规划框

架内开展合作，特别是越南北方省市与中国西南省区围

绕“两廊一圈”开展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

图 4-1 外商在越直接投资体量

的合作。2009 年 8 月，中国与东盟十国经贸部长共同签

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双方在中国-东

盟的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深入合作。

随后几年，中越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已连续 12

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 年 10 月，两国签署

《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2013 年 10 月，双方

签署《关于建设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

2017年 11月，中越两国签订了《关于推动“两廊一圈”

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产

能、能源、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经

贸、金融、文化、卫生、新闻、社会科学、边防等领域

合作文件。开展“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为两国企业深入参与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生产创造更多机

18“两廊一圈”即“昆明 - 老街 - 河内 - 海防 - 广宁”、“南宁 - 谅山 - 河内 - 海防 - 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涉及中国广西、广东、
云南、海南、香港和澳门及越南的 10 个沿海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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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时也会加强两国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可

持续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同年同月，双

方也签署了《关于确定 2017-2021 年中越经贸合作五年

发展规划重点合作项目清单的谅解备忘录》和《电力与

可再生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

目前，越南已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越南欢迎中国企业、特别是能代表中国发展水平的先进

企业加大对越投资和经商力度，在中国有优势、越南有

需要的领域加强合作，如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高端

人才培训、清洁能源等。与此同时，越南也表示会一如

既往地为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和世界市场创造便利条件。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959.6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14.74%。中方对越出口 661.24 亿美元，增

长 3.75%；自越进口 298.42 亿美元，增长 49.93%。截

至 2016 年 3 月底，中国在越有效投资项目 1354 个，投

资总额达 104.3 亿美元。目前，中方对越南投资主要集

中于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和建设行业，在配套工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对越南政府鼓励外资的领域投

资不大。

目前，在越南投资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的企业较多，

但很多项目都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这是越南可再生能

源发展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我们对截至 2019 年

上半年涉及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越南以各种形式投资

的太阳能和风电项目信息进行了梳理，具体如下：

19 http://news.bjx.com.cn/html/20150728/646651.shtml 
20 http://news.bjx.com.cn/html/20150925/667320.shtml 
21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919/773698.shtml 
22 http://news.bjx.com.cn/html/20170602/828745.shtml 
23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3956.htm 
24 http://www.ceeia.com/News_View.aspx?newsid=70742&classid=2 
25 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20&id=220342 
26 http://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025270238668750&DBCODE=CJFQ&TABLEName=CJFDLAST2018&Fi
leName=SNGC201803007&RESULT=1&SIGN=4vUVpPtacXyEQnLZK0HbNshQ%2fWU%3d 
27 http://solar.in-en.com/html/solar-2343044.shtml 

企业 投资类型 时间 投资内容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 中

国电建成都院
EPC

2015.07 竞标

2016.11 竣工
越南富叻风电场工程，投资 3262 万欧元。19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

有限公司
设备供应 2015.9 签约

越南东南部 Tuy Phong 地区 24 兆瓦的 Phu Lac 风电场项目建设，提

供 12 台 100 伏 -2.0 兆瓦风机。20

南网国际 EPC（不确定） 2016.9 合作签约
西原风电项目位于越南得乐省，规划装机 210MW，预计总投资约 3 亿

美元。21

GE 参与投建 2017.6 签约
与越南 Phu Cuong 集团合作开发建造 800 兆瓦的风力发电场；2211

月丝路基金与通用电气成立能源基础设施联合投资平台。23

协鑫集团、中国电建山

东三建公司

协鑫集团 EPC 投

资，电建工程建设
2017.09 中标 越南芳梅 30MW 风电项目工期 1 年。24

湄公风电股份公司 工程建设 2017.11 开工 平大风电项目（投资总额近 1.5 万亿越盾）。25

中材国际（南京） 承包 2018.05 签约 越南龙山集团 170 MWP 光伏发电一期 100 MWP。26

中国电建公司华东院 融资 +EPC 承包
2018.06 签约

2019.06 开始运营

越南油汀 500MWp 光伏项目（东南亚装机规模最大光伏项目）27，总

投资 4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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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投资类型 时间 投资内容

天合光能 设备供应
2018.07 签约

2019.6.30 完工

天合光能将向越南私营太阳能项目提供 258MW 的单晶 PERC 双层玻璃

模块，总投资约合 14.5 亿元。该项目是越南第一个混合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场项目。28

中国电建 EPC 工程总包
2018.07 签约

2019.06 完工

该项目容量为 420MW，设施位于越南西南部的 Tay Ninh，计划于

2019 年 6 月开始运营。预计项目总耗资约 4.2 亿美元。29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
EPC

2018.08 签约

2019.06 正式投用

越南虹峰 325MW 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提供 5.2 亿度清洁电力，节约

标煤 17.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3.9 万吨。预计 2019 年 6 月完工

发电。30

阳光电源股份公司

(Sungrow)
设备供应 2018.08

与越南 DaiHaiPower 公司签订协议为越南 100MW 光伏项目提供逆变

器产品。31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EPC 工程总包 2019.05（并网）
越南大密（DAMI）漂浮式光伏项目（东南亚区域在建最大容量的漂浮式

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为 47.5MWp。32

中成股份 EPC 工程总包 2019.6.12 签约
越南平福省——250MWp 禄善光伏发电站项目（包括 100MWp 禄善光

伏发电厂、100MWp 禄善光伏发电厂和 50MWp 禄善光伏发电厂）。33

晶科能源 设备供应 2019.06
该项目为风光互补项目，为 Trung Nam Group 公司的 258MW 光伏电

站和 90MW 风电场互补运行项目供应单晶组件。

山西建投安装集团 工程建设 2019.01 签约 越南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风电项目，合同总金额 5.2 亿美元。34

葛洲坝集团国际公司 EPC 2019.06 签约 越南汉巴拉姆 117 兆瓦风电项目（与韩国 Landville Energy 公司合作）35

28 http://news.cableabc.com/gc/20180805227014.html 
29 http://news.cableabc.com/gc/20180711093610.html 
30 http://www.cpnn.com.cn/dljs/djyw/201907/t20190722_1144624.htm 
31 http://news.cableabc.com/enterprise/20180822971918.html 
32 http://www.bjpsb.com/hdhuanbao/49034.html 
33 http://www.bhi.com.cn/ydyl/gwdt/51645.html 
34 http://www.nengyuanjie.net/article/23065.html 
35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J08GQVF051188EC.html 
36 https://www.trinasolar.com/cn/resources/newsroom/fri-04262019-1017 

据目前中国投资者在越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来

看，中国企业目前持有的发电项目较少，大多是通过股

权投资、资产并购、设备出口和组装及提供 EPC 工程

服务为主的模式。同时，中资金融机构参与投资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也较少。但随着带路倡议下中越双边合作加

深及在能源环保等领域的规划，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

始参与在越南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如与当地可再生能源

企业合作投资发电项目、设备销售及为当地提供电网解

决方案等。据报道，2017 年年初，天合光能在北江省

完成了当时越南最大规模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生产基

地的投资和建设，总产能达 1GW。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与越南沱江集团第十一股份公司

签署电站项目合作协议，共同推动越南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该项目是越南第一批投入建设的大型地面光伏

电站之一 36。这是中国企业在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典

型案例。



第四章  中国在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   28

越南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日照资源，为越南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力，尤其是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可再生能源有助于保障其国家能源安

全，促进其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截至 2030 年，政

府预计将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提升到 18GW, 电力

市场进一步开放并完成私有化进程。随着可再生能源发

电技术的改进和投资成本的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将逐

步取代煤电，成为新增电力的主要形式。

为了实现NDC目标和推动电力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正将投资重点转向可再生能源。如根据电力发展规

划修订版，大型电力公司 ( 年产值超过 1GW) 应将其可

再生能源发电产量占比在 2020、2030 和 2050 年分别提

高到 3%、10% 和 20% 以上。同时，越南政府在积极推

动能源电力市场改革，包括电价改革和具有竞争性的能

源零售市场改革、颁布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规划并配以

适当的激励政策、提高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构建绿色

金融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和行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吸引国外资本和技术流向可再生能源和电力行业，助力

越南能源电力发展规划和NDC目标的实现。 

越南在发电行业寻求与不同国家的合作，中国是诸

多投资者之一。中国与越南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能

源电力合作刚刚起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能

源电力行业走出去的进程中，应对东道国气候目标和能

源发展规划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其融入带路能源电力投

资及合作中，把握不同国家能源电力发展趋势，可再生

能源具体规划和目标，以降低投资风险，并为东道国的

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基于越南可再生能源行业对国外资金的大量需求，

以及越南投资环境和可再生能源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投

资回报率的逐步改善，中国投资者应把握实际，结合自

身投资策略，进一步完善在越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在

带路倡议的框架下，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助力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如本报告第三章，越南可再生能源投资存在着经济、财

务、技术、管理及法律法规框架等方面的障碍和挑战，

在越南投资的中国机构和企业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

目前，虽然中国与越南签署了带路倡议下与能源电

力、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合作文件，但具体

合作规划和指南有待完善。官方公布的国家投资指南中，

对重点合作行业的相关内容也不多，投资风险中涉及生

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也非常少。

同时，中国金融机构在越南开展业务和投资活动相

对较少，对越南能源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及潜在的风险和

机遇了解不多且经验不足。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尚未制定

详细的行业投资政策并及时公开，既无法符合越南政府

对在当地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也未能对中

国在越投资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在与其他

国家金融机构在越投资竞争中可能会失去先机。中国企

业在越南投资方式比较单一，投资项目较少，处于刚起

步阶段，缺少经验。同时对越南能源电力总体规划和发

展趋势、应对气候的政策与行动、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

及当地社会组织的关注点和相关行动等也不甚了解，对

其所面临的潜在环境社会风险认识不足。

4.2 中国在越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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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据预测，到 2040 年，东南亚能源需求将增长三分之二。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如何推动能源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积极推动国内绿色投资与能源转型的新兴经济体，越南可能为其他东南亚国家

提供一些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深化实施的阶段，可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在具体政策和

行业中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将绿色发展经验“送出去”，同时也将在当地投资时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引进来”，

进一步促进本国的绿色低碳发展。

通过前四章的梳理和分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在越可再生能源投资，助力越南实现气候、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同时，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绿色化进程，特提出以下建议：

越南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激励政策与积极行动。基于对越南能源行业现有障碍的梳理，建议越南政府：推动行业政策

的进一步完善，如细化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尤其是激励政策的完善与落地实施），将能源规划与NDC目标充

分结合起来，提高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力度，制定电力行业环境法律法规等；

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开放电力市场、减少垄断、提升竞争和透明度。提高长期电价的可预测性和发展趋势、完

善外商投资法、制定激励政策以吸引外资银行进入越南电力市场，解决资金缺口和融资渠道等问题。同时提高行业

政策的长期规划和稳定，以减少政策风险；

提高管理流程和审批程序的效率和透明度：在电力行业开展招标模式为投资者提供明确的法律法规框架和合理的激励制

度，为可再生能源制定详细且有效的实施规则并提高其透明度和整个流程的速度及效率，及时披露审批进展，为当

地及外资银行建立符合国家政策的环境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指南等；

推动行业研究与数据信息收集、公开：改进可再生能源部门的数据源和质量，以确保投资者能够了解建设场地、基础

设施容量和政府目标；增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建立公开的数据和信息平台，供投资者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和行业发

展状况等；

推动可再生能源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建设与完善：支持性行业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和快速应用中起着关键作用，政府应

通过减税政策和优惠等款、资金补贴等激励政策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积极性，建设竞争性的支持性行业，推动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投资成本和价格的进一步下降。

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与越南在带路倡议合作框架中的能源投资规划，为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详细的国家、

行业投资合作政策和指南，完善对外投资鼓励行业清单；与越南政府合作，帮助其完善能源电力规划和绿色低碳发

展规划等政策；与越南开展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等活动，帮助越南可再生能源部门人力资源的进一步提升；与越南

开展交流与对话等项目，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建设及运行等方面的经验积极传递

给越南政府，供其参考借鉴。

越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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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在符合中国及东道国相关政策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并公开行业投资策略（如可再生能

源投资政策等）；在充分了解东道国法律法规体系、NDC 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环境社会风

险管理和气候投资政策，为在当地进行项目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提供依据和参考；梳理东道国投资环境，积极部署

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把握国际市场竞争的机遇；研发投资工具组合，为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充

足的资金支持。

投资企业：积极开展投资前尽职调查了解东道国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寻求多种融资渠道获得充足稳定的资金

支持；开展示范项目来验证投资和运营模式的可行性；借鉴和分享经验和实践，与政府积极交流使其了解目前的

困难和问题；分析东道国行业法律法规、外商投资规定、环境气候和能源目标等，将其相关内容充分融入到项目

建设、运营和企业 ESG 管理中；与银行积极交流与沟通，了解其对客户和投资项目的环境社会管理政策及行业投

资政策；熟悉中国对企业对外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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