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I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

管理平台 

 

信息填报使用手册 
（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2017 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II 

 

 

目录 

1.概述 ............................................................ 3 

2 平台用户及职责 ................................................... 3 

2.1平台用户 ...................................................... 3 

2.2用户职责 ...................................................... 3 

3 操作流程 ........................................................ 5 

4 信息平台操作 ..................................................... 6 

4.1信息平台链接 .................................................. 6 

4.2用户注册 ...................................................... 7 

4.3登录系统 ...................................................... 9 

4.4完善企业信息 ................................................. 10 

4.5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信息填报 ................................... 10 

4.5.1项目前期信息 ............................................. 11 

4.5.2项目核准（备案） ......................................... 12 

4.5.3建设运行信息 ............................................. 14 

4.5.4补贴目录申报 ............................................. 15 

4.6信息变更 ..................................................... 17 

4.6.1项目公司变更 ............................................. 17 

4.6.2项目信息变更 ............................................. 17 

4.6.3信息填报人员变更 ......................................... 18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3 

1.概述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2〕102 号)

和《国家能源局关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简政放权加强同步监管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4〕574 号）文件要求，为加强新能源发电项目信息化管理，提高新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申报和管理效率，为我国新能源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提供数据

支持，受国家能源局委托，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 

新能源发电项目单位需及时通过信息平台如实填报项目前期工作、核准（备

案）、建设、并网及运营等项目全生命周期相关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申报电价

附加补助目录。 

非自然人分布式企业需通过信息平台如实填报项目前期工作、核准（备案）、

月度建设等项目全生命周期相关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申报电价附加补助目录。 

 

2 平台用户及职责 

2.1 平台用户 

平台用户包括：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能源局派出机构、地方

能源主管部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单位、电网企业、以及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

管理中心。 

2.2 用户职责 

1、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管理全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申报及信息审核、资金拨付、资金清

算工作。 

国家能源局：监测、管理全国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定期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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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行业发展信息，引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 

监管全国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运营违法违规行为。 

  3、地方能源主管部门 

1）制定并上报实施年度实施（开发）方案，实行年度规模管理； 

2）核准（备案）时登录信息平台生成唯一项目代码，在核准（备案）文件

中予以明确； 

3）复核电价补助目录相关信息； 

4）组织项目单位填报项目信息。 

 4、电网企业 

1）及时填报接网工程信息； 

2）每月打包填报个人分布式发电项目备案及投产信息； 

3）项目单位提出并网申请后及时登录信息平台对信息进行复核。 

5、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单位 

1）新项目登录信息平台填报项目基础信息，核准（备案）时自动领取项目

代码。 

2）已填报过或已办理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及时登录信息平台补填项

目各阶段信息并查看自动生成的项目代码。 

3）按时填报项目各阶段信息。 

6、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是技术支持单位，主要职责有： 

1）对申报电价附加补助目录项目信息进行资料齐备性校验和目录初稿复核；

资金清算项目信息校核。 

2）编制全国新能源电力项目建设运行监测报告，定期上报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3）技术支持和日常维护。 

4）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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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流程 

1、分布式发电项目信息填报流程图 

 

图 1  分布式项目信息填报流程图 

 

2、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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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价附加补贴目录在线申报审核流程图 

1.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企业信息填报人员首先要提交注册信息，系统管理员

批准后，才能登录信息平台进行可再生能源信息上报工作。 

2. 新核准（备案）的项目，项目核准（备案）后 10个工作日内应上报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准信息。 

3.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后的每月前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息平台填报上月

月度建设运行信息。 

4.项目并网发电后（即填写项目建设运行信息后），可填写电价附加补贴目

录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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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平台操作 

4.1 信息平台链接 

信息平台链接可通过国家能源局网站首页的在线办事版块找到。 

国家能源局网址：http://www.nea.gov.cn/ 

 

信息平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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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登录网址：http://djfj.renewable.org.cn/ 

4.2 用户注册 

信息平台登录界面，点击【注册】按钮，如下所示： 

 

阅读协议后，在方框处勾选，并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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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注册信息页面： 

 

填报提示： 

1.【用户名】用户登录管理系统时，命名规则建议用本企业名称拼音首字母，

（例如东阿县姜楼镇陶楼村村委会，用户名建议为：dexjlztlccwh） 

2.【密码】密码必须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否则【提

交】按钮无法点击。 

3.输入上方所有信息后，下方会出现身份证和信息填报授权书上传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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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项目单位（或村委会）出具的加盖公章文件，内容为授权某一自然人填报平

台信息即可。 

4.填报新信息填写日常通过平台填报信息的人员信息，联系人手机用于平台

登录时进行短信验证码验证。 

 

注意：系统中带“*”号的是必填信息。 

信息填报人员完成注册表填写后点击【提交】，提交注册信息，待系统管理

员审核后（需一个工作日审核）即可使用新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如果用户审核未通过，登录时会提示“账号无效！” 

4.3 登录系统 

注册信息提交一个工作日之后，如果没有接到信息中心电话，则默认为账号

注册申请成功，请直接登录。 

登录界面如下: 

 

 

在信息平台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单击【获取短信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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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手机收到的四位短信验证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信息平台首页： 

 

4.4 完善企业信息 

登录系统后，在界面左侧显示导航栏点击【组织管理】后，点击【企业信

息维护】，补充完整企业信息： 

 

填完系统规定的各项信息后点击【保存】，即完成企业基本信息的填报。 

企业信息完成上报后，再次点击【企业信息维护】，可进入【企业信息维护】

界面。如公司的联系方式或信息发生变化，信息填报人员在该界面中，可随时对

信息进行直接修改。 

4.5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信息填报  

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信息由电网企业按月打包上报，个人无需上报信

息，可以在系统中进行信息的确认。 

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企业通过信息平台注册账号、登录平台进行

信息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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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纳入国家年度实施方案管理的屋顶分布式发电项目，以及全部自发自用的

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信息应报在分布式发电项目类别下。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信息系列报表目录 

表名 报告期别 报送单位 报送方式 

项目前期信息表 一次性 项目公司 在线填报 

项目备案信息表 一次性 项目公司 在线填报 

项目建设运行信息表 月报 项目公司 在线填报 

补助目录申报表 一次性 项目公司 在线填报 

4.5.1 项目前期信息 

进入系统后，点击【项目信息填报】→【分布式太阳能发电项目】→左上方

【新增】，填写项目前期信息。 

 

进入【项目前期信息】填报，按照实际情况填写表格内容，其中拐点坐标右

上角，可以选择 增加/删除 坐标点。 

拐点坐标请填写项目所在坐标。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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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毕后，可以点击【保存】，将保存该项目信息，并显示在项目信息列

表中，其状态为未提交，确认信息无误可点击【提交】按钮，完成前期信息填报。 

提交完毕后，页面如下： 

 

未备案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是否核准备案选择“否”），向地方能源主管

部门申请备案时，由地方能源主管部门通过系统生成项目代码，并标注在备案文

件中，项目前期信息状态方可变为“完成”。 

已备案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是否核准备案选择“是”），提交前期信息后

状态是“完成”，此时可继续填写备案信息表，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项目代码。 

4.5.2 项目核准（备案） 

填写完前期信息后，单击项目名称，选择【项目核准（备案）】，如图：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使用手册 

13 

 

企业用户按要求填写项目备案信息。 

选择“所属电网公司”时，点击【选择】，弹出如下页面： 

 

点选公司后，点击【确定】。 

点击【浏览】，上传项目备案文件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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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完毕后，可以选择【保存】或者【提交】。点击【保存】将保存该项目

信息，并显示在项目信息列表中，其状态为未提交，确认信息无误可点击【提交】，

备案信息表填报完成。 

点击【提交】，【确定】后，回到主界面，备案信息状态为“完成”： 

 

4.5.3 建设运行信息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需要在建设期和运行期填写建设运行信息。点击【新建】

按钮，选择【建设运行信息】，并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内容，确认无误后提交即可。 

 

 

填写完成后，可以选择【保存】或者【提交】。点击【保存】将保存该项目

信息，并显示在项目信息列表中，其状态为未提交，确认信息无误可点击【提交】，

当月建设运行信息表填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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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补贴目录申报 

全部的分布式项目都需要通过平台申报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同时由电网公司或能源主管

部门申报补贴。分布式项目补贴目录申报操作与风力发电项目补贴目录申报操作类似。填

报界面如图： 

1.【开发依据】请填写核准（备案）文件文号； 

2.【批复文件】即为核准（备案）文件； 

3.【执行价格证明文件】即为上网电价依据文件； 

4.【发电设备投产时间】即为项目首次并网时间； 

5.若没有竣工验收报告，则上传说明情况的文件； 

6.光伏扶贫项目请务必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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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后，选择【保存】或【提交】，点击【保存】将保存该项目信息，并

显示在项目信息列表中，其状态为未提交，填写完毕之后需再次打开并点击【提

交】。【提交】后数据将不能更改。 

提交后，等待审核，可在线查看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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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信息变更 

如果企业需要对已经提交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是需要变更信息填报人员信

息，可在信息平台首页，点击左侧菜单中【项目信息变更】→【项目信息变更申

请】→左上方的【新建】按钮，如图： 

 

点击【新建】按钮，选择变更类型：变更项目公司、变更项目信息和变更信

息员。 

 

4.6.1 项目公司变更 

选择变更项目公司，显示如下界面： 

 

填写要变更的项目单位名称，并上传相关证明文件，点击“提交”即可；待

信息中心审核后，原有项目公司名称将变为新的项目公司名称。 

4.6.2 项目信息变更 

选择项目信息变更，选择需要修改信息的项目，点击【确定】，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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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图所示，下拉菜单选择需更改的信息内容，填写变更说明，并上传相

关证明文件后，提交变更申请。 

 

提交申请后，待信息中心通过申请，企业可对相关信息进行修改。 

4.6.3 信息填报人员变更 

变更类型选择“信息员”，点击“确定”，显示变更申请界面： 

 

 

填写新的信息填报人员信息，提交申请后，待信息中心通过后，信息填报人

员信息自动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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