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北京市“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京能鹿鸣山官厅风电场四期项目 4.9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官厅水库南岸  

2 京能鹿鸣山官厅风电场五期项目 4.95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怀来县  

3 京能鹿鸣山官厅风电场六期项目 4.95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怀来县  

4 京能鹿鸣山官厅风电场七期项目 4.95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怀来县  

5 京能鹿鸣山官厅风电场八期项目 4.95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怀来县  

小计 24.7 

 



 

附件 1 

天津市“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龙源滨海洒金坨风电场项目 4.8 天津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  

2 国电滨海沙井子四期风电场项目 4.95 天津国电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  

3 国电滨海北大港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天津国电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  

4 龙源宁河造甲城风电场项目 4.96 天津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宁河县  

5 龙源宁河清河风电场项目 4.96 天津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宁河县  

小计 24.62 

 



 

附件 1 

河北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河北建投承德丰宁森吉图 

风电场二期项目 
20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德市丰宁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2 国电承德围场石人梁风电场项目 20 国电承德华御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3 龙源承德围场郭家湾风电场项目 4.95 河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4 大唐国际承德丰宁坝头风电场二期项目 4.8 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德市丰宁县  

5 承德御源承德围场小东沟风电场项目 4.95 承德御源风能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6 新天张家口蔚县明铺风电场项目 4.95 蔚县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蔚县  

7 
国华爱依斯沧州黄骅捷地减河 

风电场项目 
4.8 国华爱依斯（黄骅）风电有限公司 沧州市黄骅市  

8 新天承德围场长林子风电场项目 4.95 新天绿色能源（围场）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9 河北建投承德平顶山风电场项目 4.8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德市承德县  

10 
大唐新能源承德丰宁黄梁 

风电场一期项目 
4.8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市丰宁县  

11 
华能新能源秦皇岛卢龙县卢龙镇 

风电场项目 
4.8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 

卢龙县 
 



 

12 
中电投张家口宣化风光互补发电工程 

一期项目 
4.95 中电投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 

宣化区 
 

13 华能国际张家口涿鹿大堡风电场项目 4.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分公司 

张家口市 

涿鹿县 
 

14 华能新能源张家口怀来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 

怀来县 
 

15 聚合承德平泉卧龙风电场项目 4.8 平泉聚合卧龙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承德市平泉县  

16 华润张家口怀来长安岭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电力（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 

怀来县 
 

17 国华爱依斯唐山南堡风电场项目 4.95 国华爱依斯（黄骅）风电有限公司 
唐山市南堡经

济开发区 
 

18 
大唐承德围场塞罕坝机械林场 

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河北新能源（张北） 

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19 
优能承德围场卡伦庆花沟 

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优能风电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20 鲁能承德丰宁北窝铺风电场项目 4.95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承德市丰宁县  

21 中国水电万全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市 

万全县 
 

22 东润风电围场二道沟风电场项目 4.8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东润 

风电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23 国电电力唐山乐亭陈家铺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电力河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市乐亭县  

小计 142.45 

 



 

附件 1 

山西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大唐新能源朔州平鲁白玉山风电场项目 20 
大唐新能源朔州平鲁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朔州市平鲁区 

已批复前期工作 

2 国电电力大同浑源大仁庄风电场项目 10 国电电力山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大同市浑源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3 国电山西洁能长治沁源太岳山风电场项目 25 国电山西洁能有限公司 长治市沁源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4 国电山西洁能朔州右玉老千山风电场项目 10 国电山西洁能有限公司 朔州市右玉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5 龙源忻州宁武余庄风电场项目 9 山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忻州市宁武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6 华润临汾浮山四十里岭风电场项目 10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临汾市浮山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7 山西福光朔州平鲁红石峁风电场项目 15 山西福光风电有限公司 朔州市平鲁区 已批复前期工作 

8 北京天润朔州平鲁石堂山风电场项目 20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朔州市平鲁区 已批复前期工作 

9 上海斯能晋中昔阳风电场项目 20 上海斯能投资有限公司 晋中市昔阳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10 北京东方宇华大同浑源官儿乡风电场项目 10 北京东方宇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大同市浑源县 
已批复前期工作 

11 大唐新能源晋中昔阳西寨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新能源朔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晋中市昔阳县  

12 国电山西洁能大同灵丘黄崖尖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山西洁能有限公司 大同市灵丘县  



 

13 龙源忻州偏关老营镇风电场项目 4.95 山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忻州市偏关县  

14 山西国际能源太原娄烦皇姑山风电场项目 4.75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新能源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市娄烦县  

15 华润新能源大同天镇大梁山二期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大同）风能有限公司 大同市天镇县  

16 大同煤矿朔州山阴织女泉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朔州市山阴县  

17 
灵丘建投衡冠大同灵丘南甸子梁 

风电场项目 
4.95 灵丘建投衡冠风能有限公司 大同市灵丘县  

18 
山西艾特忻州神池东湖乡五连山 

风电场项目 
4.8 山西艾特科创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忻州市神池县  

19 山西玉龙朔州右玉牛心堡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山西玉龙集团右玉牛心堡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朔州市右玉县  

20 大唐忻州岢岚大阳坡风电场项目 4.8 大唐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忻州市岢岚县  

21 大唐晋中左权辽阳镇观音垴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山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晋中市左权县  

22 国电电力大同广灵南村镇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电力山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大同市广灵县  

23 国电电力大同阳高下深井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山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大同市阳高县  

24 中广核阳泉盂县西烟门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阳泉市盂县  

25 中广核运城平陆三门镇风电场二期项目 4.8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运城市平陆县  

26 北京天润运城夏县泗交镇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运城市夏县  

27 北京天润朔州平鲁石堂山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朔州市平鲁区  



 

28 山西福光晋中寿阳平头镇风电场项目 4.95 
山西福光风电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

力集团有限公司） 
晋中市寿阳县  

29 
山西福光朔州右玉丁家窑总了山 

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山西福光风电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

力集团有限公司） 
朔州市右玉县  

30 
中电投山西中盛达吕梁岚县河口 

风电场项目 
4.8 山西中盛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吕梁市岚县  

31 
中电投山西中盛达吕梁岚县王狮 

风电场项目 
4.8 山西中盛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吕梁市岚县  

小计 252 

 



 

附件 1 

辽宁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华能新能源锦州义县白石砬沟 

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阜新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锦州市义县  

2 吉隆锦州黑山耿屯风电场项目 4.8 锦州吉隆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锦州市黑山县  

3 大唐阜新阜蒙四方庙风电场项目 4.95 辽宁大唐国际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阜新市阜蒙县  

4 龙源沈阳法库磨盘山风电场项目 4.8 龙源沈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沈阳市法库县  

5 国电电力锦州黑山景家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和风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锦州市黑山县  

6 金山能源阜新阜蒙双山子风电场项目 4.8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阜新市阜蒙县  

7 中电投朝阳建平上新井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东北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朝阳市建平县  

8 中国风电铁岭东孤家子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分公司 
铁岭市铁岭县  

9 华源沈阳康平五间房风电场项目 4.95 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康平县  

10 中航空新能源朝阳建平黑水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朝阳市建平县  

小计 49.05 



 

附件 1 

上海市“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崇明前卫风电场扩建（二期）工程 4.8 华能新能源上海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县  

2 上海电力崇明东旺沙风电场 4.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县  

3 上海电力浦东利民灰场风电场 2.5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区  

小计 12.12 

 



 

附件 1 

江苏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东电新能源南通如东风电场项目 4.8 
江苏东电新能源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南通市如东县  

2 龙源盐城大丰风电场项目 2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大丰市  

3 大唐新能源东汽连云港灌南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集团新能源连云港有限公司

与东汽风电产业园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灌南县  

4 国信盐城射阳临海农场风电场项目 4.95 江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盐城市射阳县  

5 
南京高传机电宿迁泗洪天岗湖乡 

风电场项目 
4.95 

南京高传机电自动控制设备 

有限公司 
宿迁市泗洪县  

6 
南京高传机电宿迁泗阳高渡卢集 

风电场项目 
4.95 

南京高传机电自动控制设备 

有限公司 
宿迁市泗阳县  

7 中电投东海马陵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江苏分公司 连云港市东海县  

8 中广核射阳洋马风电场项目 4.8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盐城市射阳县  

9 龙源灌云新沂河口风电场项目一期工程 4.95 龙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灌云县  

10 中电投滨海海头罾风电场项目 4.8 中电投江苏分公司 盐城市滨海县  

11 中电投滨海振东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江苏分公司 盐城市滨海县  



 

12 中电投滨海淮海风电场项目 4.8 中电投江苏分公司 盐城市滨海县  

13 中电投滨海滨淮风电场项目 4.8 中电投江苏分公司 盐城市滨海县  

14 天润南京高淳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  

15 华能南京六合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江苏风电分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  

16 国华徐州睢宁风电场项目 4.9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徐州市睢宁区  

17 协合徐州铜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徐州市铜山区  

18 华能徐州铜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江苏风电分公司 徐州市铜山区  

19 协合徐州贾汪风电场项目 4.95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徐州市贾汪区  

20 亚洲新能源南通海门风电场项目 4.8 亚洲新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门市  

21 天润连云港赣榆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赣榆县  

22 国电连云港东海李埝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风力发电东海县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东海县  

23 国华盐城射阳风电场项目 4.9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盐城市射阳县  

24 大唐新能源盐城射阳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射阳县  

25 新誉扬州高邮风电场项目 4.95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市高邮市  



 

26 大唐新能源连云港连云区风电场项目 4.8 大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连云区  

小计 142.7 

 



 

附件 1 

浙江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国电电力宁波北仑穿山 

风电场（扩建）项目 
0.9 国电宁波北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  

2 国电电力宁波余姚华盖山风电场项目 2.55 国电宁波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余姚市  

3 
龙源金华磐安廿四尖维新乡 

风电场二期项目 
2.4 龙源磐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金华市磐安县  

4 中电投湖州长兴小浦风电场项目 4.95 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州市长兴县  

5 天润湖州狮子山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湖州市  

6 中广核宁波奉化雨施山风电场项目 4.6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东南分公司 
宁波市奉化市  

7 
格林温州苍南霞关风电场 

调整建设规模项目 
0.75 苍南格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温州市苍南县  

8 国电电力金华兰溪大盘尖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金华市兰溪市  

9 国电电力丽水青田师姑湖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丽水市青田县  

10 中电投湖州长兴水口风电场项目 4.8 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州市长兴县  

11 天润衢州润山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衢州市  

12 中电中国衢州江山龙潭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中国风力发电（浙江） 衢州市江山市  



 

有限公司 

13 UPC台州黄岩西部风电场项目 2.4 北京优普欧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区  

14 上海普星台州温岭松门风电场项目 4 上海普星能源有限公司 台州市温岭市  

15 协合温州苍南笔架山风电场项目 3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中电中

国风力发电（浙江）有限公司 
温州市苍南县  

小计 54.8 

 



 

附件 1 

安徽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龙源滁州定远能仁寺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定远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滁州市定远县  

2 华能国际安庆怀宁石镜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市怀宁县  

3 协合淮北烈山龙脊山风电场项目 4.8 
淮北协合龙脊山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淮北市烈山区  

4 三峡安庆桐城黄甲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安庆市桐城市  

5 中电投滁州南谯章广风电场项目 4.95 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滁州市南谯区  

6 中广核滁州全椒西王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滁州市全椒县  

7 华电芜湖无为严桥风电场项目 4.8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市无为县  

8 天润安庆枞阳白云岩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安庆市枞阳县  

9 凯迪安庆望江陈岭风电场项目 4.95 望江凯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安庆市望江县  

10 龙源马鞍山含山梅山风电场项目 4.95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含山县  

11 远景能源宿州灵璧朝阳风电场项目 4.95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宿州市灵璧县  



 

12 龙源马鞍山含山仙踪风电场项目 4.83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含山县  

小计 58.98 

 



 

附件 1 

福建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福建投资福州连江黄岐风电场项目 4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连江县 

 

2 福建投资福州长乐仙湾尾风电场项目 4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长乐市 

 

3 福建能源莆田秀屿鹭峰山风电场项目 4.8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 
 

4 福建能源莆田秀屿石塘风电场项目 4.8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 
 

5 福建能源莆田秀屿大蚶山风电场项目 4.8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 
 

6 福建能源莆田秀屿江堤风电场项目 4.8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 
 

7 福建能源漳州龙海港尾风电场项目 4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漳州市龙海市 
 

8 华电福州连江白云岭风电场项目 4 华电（福建）风电公司 福州市连江县 
 

9 华电福州连江风吹岭风电场项目 4.8 华电（福建）风电公司 福州市连江县 
 

10 龙源莆田涵江晏井风电场项目 4.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 
 

11 龙源莆田秀屿平海风电场项目 4.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 
 



 

12 龙源莆田山亭风电场项目 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  

13 国电莆田仙游兴山风电场项目 3 国电福建电力有限公司 莆田市仙游县  

14 国电莆田仙游九社风电场项目 3 国电福建电力有限公司 莆田市仙游县  

15 国电电力宁德霞浦柏洋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电力福建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宁德市霞浦县  

16 华润莆田城厢华亭风电场项目 4.8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莆田市城厢区  

17 华润龙岩永定湖坑风电场项目 4.8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龙岩市永定县  

18 中核国电莆田秀屿牛头山风电场项目 3.6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  

19 中核国电漳州云霄山内风电场项目 4.8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漳州市云霄县  

20 中广核泉州安溪龙门风电场项目 4.8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泉州市安溪县  

21 福建投资福州福清马头山风电场项目 4.75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福清市  

22 福建投资福州福清七社风电场项目 3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福清市  

23 华电福州福清五龙山风电场项目 4.8 华电（福建）风电公司 福州市福清市  

24 华电福州福清凤山风电场项目 4.8 华电（福建）风电公司 福州市福清市  

小计 104.55 

 



 

附件 1 

江西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新亿前坊风能南昌进贤前坊风电场项目 4.8 进贤县新亿前坊风能有限公司 南昌市进贤县 
 

2 国电九江湖口南港湖风电场项目 3.2 国电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九江市湖口县 
 

3 中电投九江江洲新洲风电场项目 4.6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九江市江洲县 
 

4 中广核九江湖口文桥风电场项目 4.4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九江市湖口县 
 

5 大唐国际赣州安远狮头山风电场项目 2.4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赣州市安远县 
 

6 大唐国际九江瑞昌太阳山风电场项目 4.8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九江市瑞昌市 
 

7 天润赣州崇义天星风电场项目 4.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赣州市崇义县 
 

8 大唐国际宜春丰城升华山风电场项目 3.2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宜春市丰城市 
 

9 中电投赣州兴国茶园风电场项目 4.5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赣州市兴国县 
 

10 华能吉安永丰灵华山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江西分公司 吉安市永丰县 
 



 

11 华能吉安永丰高龙山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江西分公司 吉安市永丰县 
 

12 天佑新能源九江永修桃花尖风电场项目 4.5 永修县天佑新能源有限公司 九江市永修县 
 

小计 50.5 

 



 

附件 1 

山东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国电电力日照莒县龙山风电场项目 20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莒县 
已批复前期 

工作 

2 华能新能源烟台海阳林寺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海阳市  

3 国华潍坊诸城（五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潍坊市诸城市  

4 大唐青岛平度祝沟旧店风电场二期项目 4.95 大唐山东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市平度市  

5 华电国际潍坊昌邑胶莱河风电场项目 4.95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昌邑市  

6 国电滨州无棣仝家河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滨州市无棣县  

7 中广核德州庆云安务风电场 4.97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德州市庆云县 
 

8 歌美飒淄博博山石马风电场项目 4.8 歌美飒阿法诺能源公司 淄博市博山区  

9 天融潍坊诸城风电场项目 4.8 山东天融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潍坊市诸城市  

10 国华潍坊临朐淌水崖风电场项目 4.9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潍坊市临朐县  



 

11 河北建投日照五莲山峰风电场项目 4.95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日照市五莲县  

12 华电烟台龙口风电场项目 4.95 华电国际龙口风电有限公司 烟台市龙口市  

13 华润日照莒县东宏风电场三期项目 4.98 华润电力（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日照市莒县  

14 国电济宁泗水泗张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济宁市泗水县  

15 
华电国际烟台莱州郭家店 

风电场二期项目 
4.98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莱州市  

16 大唐新能源青岛平度云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平度市  

17 龙源临沂临沭玉山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山东风电项目筹建处 临沂市临沭县  

18 歌美飒济南市中卧虎山风电场项目 4.93 济南卧虎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  

19 
北京国瑞福鼎烟台牟平高陵富顶 

风电场项目 
4.8 北京国瑞福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牟平区  

20 北京天润日照岚山黄墩风电场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  

21 大唐济南平阴风电场三期项目 4.95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济南市平阴县  

22 山东天融潍坊临朐沂山风电场项目 4.8 山东天融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潍坊市临朐县  

23 新天远景东营河口汇海风电场项目 4.98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东营市河口区  



 

24 大唐桂冠烟台莱阳灵山风电场项目 4.75 大唐桂冠莱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市莱阳市  

25 新天临沂莒南望海风电场项目 4.8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莒南县  

26 
中水建烟台海阳小纪镇九龙山 

风电场项目 
4.98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烟台市海阳市  

27 北京天润淄博淄川摘星山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  

28 华润新能源临沂沂水风电场项目 4.98 华润电力（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临沂市沂水县  

29 UPC泰安肥城刘台 49.5MW风电场项目 4.95 泰安优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泰安市肥城市  

30 中电烟台莱州白云洞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中国风力发电（山东）有限公司 烟台市莱州市  

31 
青岛沃尔新源青岛莱西河头店 

风电场项目 
4.95 青岛沃尔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青岛市莱西市  

32 
青岛沃尔新源青岛莱西东大寨 

风电场项目 
4.95 青岛沃尔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青岛市莱西市  

小计 172.5 

 



 

附件 1 

河南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华润驻马店确山竹沟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确山县  

2 华润驻马店泌阳黄山口风电场项目 3.3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泌阳县  

3 国电电力郑州新郑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河南分公司 郑州市新郑区  

4 国电电力许昌禹州鸠山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河南分公司 许昌市禹州市  

5 大唐洛阳宜阳木兰沟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河南发电有限公司 洛阳市宜阳县  

6 协合洛阳宜阳樊村风电场项目 4.8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市宜阳县  

7 天润南阳唐河龙山风电场项目 4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南阳市唐河县  

8 国合南阳社旗下洼乡风电场二期项目 4.8 社旗国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南阳市社旗县  

9 大唐三门峡灵宝青山风电场项目 4 大唐陕县风力发电公司 三门峡市灵宝市  

10 中国风电三门峡灵宝杨家湾风电场项目 4.8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灵宝市  

11 祥风新能源三门峡渑池石泉风电场项目 4.8 渑池祥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渑池县  



 

12 新天郑州荥阳飞龙顶风电场项目 4.95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荥阳市  

13 洁源郑州新密牛坡岭风电场项目 4.95 河南洁源风能发电有限公司 郑州市新密市  

14 中水顾问驻马店遂平尖山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 

设计研究院 
驻马店市遂平县  

15 中国风电信阳商城郭窑风电场项目 4.8 商城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信阳市商城县  

小计 69.8 

 



 

附件 1 

湖北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湖北能源恩施利川双鹿风电场项目 4.95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恩施州利川市 
 

2 华润随州随县孙家寨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随州市随县 
 

3 华润随州随县紫金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随州市随县 
 

4 华润随州随县万和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随州市随县 
 

5 中广核孝感大悟光头山风电场项目 4.8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孝感市大悟县 
 

6 中广核孝感大悟江家山风电场项目 4.8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孝感市大悟县 
 

7 中广核孝感大悟鲁家畈风电场项目 2.2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孝感市大悟县 
 

8 国电随州广水乐城山风电场项目 4.83 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随州市广水市 
 

9 风脉宜昌夷陵百里荒风电场项目 4.95 
风脉（武汉）可再生能源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夷陵区 

 

10 华能新能源随州随县界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随县 
 

11 协合襄阳枣阳新市风电场项目 4.8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襄阳市枣阳市 
 



 

12 大唐孝感大悟三角山风电场项目 4.8 大唐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孝感市大悟县 
 

13 国电联合动力黄冈团风北坳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黄冈市团风县 
 

14 丰华能源随州广水牛脊山风电场项目 3.6 丰华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随州市广水市 
 

15 三峡恩施利川安家坝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恩施州利川市 
 

16 华润随州广水花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随州市广水市 
 

17 中广核孝感大悟舒家山风电场项目 2.2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孝感市大悟县 
 

小计 76.43 

 



 

附件 1 

湖南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华能国际郴州桂东寒口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桂东县 
 

2 协合永州江华东田风电场项目 4.8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永州市江华县 
 

3 大唐华银邵阳绥宁宝鼎山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华银城步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绥宁县 
 

4 湘电郴州临武东山风电场项目 4.95 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郴州市临武县 
 

5 协合怀化通道临口风电场项目 4.8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怀化市通道县 
 

6 国电永州江永黄甲岭风电场项目 4.8 国电湖南电力有限公司 永州市江永县 
 

7 华润郴州临武九泽水风电场项目 4.99 华润新能源第二风能有限公司 郴州市临武县 
 

8 大唐华银邵阳城步五团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华银城步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城步县 
 

9 五凌电力岳阳临湘窑坡山风电场项目 4.99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岳阳市临湘县 
 

10 湘电郴州桂阳鲁叶风电场项目 2.2 湘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郴州市桂阳县 
 

11 中水顾问邵阳隆回宝莲风电场项目 4.99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投资公司 邵阳市隆回县 
 



 

12 中水顾问郴州桂阳来溪风电场项目 3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郴州市桂阳县  

13 中水建株洲凤凰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株洲县  

小计 59.32 

 



 

附件 1 

广东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国电电力惠州惠东卡子岽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广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惠东县 
 

2 华能廉江塘蓬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湛江廉江市 
 

3 华能新能源汕尾上坪石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汕尾陆丰市 
 

4 成瑞阳江阳春仙家垌风电场项目 4.95 阳春市成瑞风电有限公司 阳江阳春市 
 

5 国电清远阳山横岗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广东电力有限公司 清远阳山县 
 

6 国电电力揭阳揭西李望嶂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广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揭阳揭西县 
 

7 华润清远连州双喜风电场项目 4.98 华润新能源第五风能有限公司 清远连州市 
 

8 华能新能源阳江阳东大龙顶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阳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阳江阳东县 
 

9 广东粤电湛江徐闻南华风电场项目 4.95 广东粤电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湛江徐闻县 
 

10 中广核江门台山海宴风电场项目 4.8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江门台山市 
 

11 中水建阳江阳东农垦局鸡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阳江阳东县 

 



 

12 天润南雄百顺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韶关南雄市 
 

13 
龙川长鸿新能源明阳河源龙川大帽山 

风电场项目 
4.95 

龙川长鸿新能源有限公司、广东明

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源龙川县 

 

14 中电投湛江徐闻凤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南方分公司 湛江徐闻县 
 

15 中广核茂名电白黄岭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茂名电白县 
 

16 华能明阳茂名高州荷花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明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茂名高州市 
 

17 广东粤电湛江徐闻五兔山风电场项目 4.95 广东粤能风电有限公司 湛江徐闻县 
 

18 广东粤电茂名电白白马风电场项目 4.95 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茂名电白县 
 

19 中广核江门台山凉帽顶风电场项目 4.99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江门台山市 
 

20 华电新能源湛江徐闻学田风电场项目 4.95 华电前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湛江徐闻县 
 

21 中广核云浮新兴洛洞风电场项目 3.32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云浮新兴县 
 

22 华电国际湛江徐闻华海风电场项目 4.95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 
湛江徐闻县 

 

23 中航新能源湛江雷州调风风电场项目 4.95 中航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湛江雷州市 
 

24 中广核江门台山锅盖顶风电场项目 4.99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江门台山市 
 

25 大唐新能源茂名电白观珠风电场项目 3.9 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茂名电白县 
 



 

26 华润清远连州顺水风电场项目 4.98 华润新能源第五风能有限公司 清远连州市 
 

27 国电电力河源紫金南岭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广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源紫金县 
 

28 华能新能源茂名信宜洪冠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茂名信宜市 
 

29 中节能河源和平黎明风电场项目 4.95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和平县 
 

30 
广东电力设计院韶关南雄犁牛坪 

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 

电力设计研究院 
韶关南雄市 

 

小计 146 

 



 

附件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国电桂林恭城圆石山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广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市恭城县 
 

2 国电玉林北流六坪顶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广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玉林市北流市 
 

3 中电投桂林兴安平岭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广西兴安风电有限公司 桂林市兴安县 
 

4 中电投桂林兴安西坑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广西兴安风电有限公司 桂林市兴安县 
 

5 协合南宁马山杨圩风电场项目 4.8 马山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南宁市马山县 
 

6 协合柳州融安白云岭风电场一期项目 4.8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柳州市融安县 
 

7 UPC柳州融水魔天岭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优普欧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UPC） 
柳州市融水县 

 

8 华润玉林容县黎村风电场一期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玉林市容县 
 

小计 39.3 

 



 

附件 1 

重庆市“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重庆能源云阳岐山草原风电场 4.95 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重庆市云阳县   

2 国电奉节朝阳坪风电场 4.9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奉节县   

3 国电奉节龙家坪风电场 4.9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奉节县   

4 大唐新能源丰都横梁风电场 4.95 大唐丰都新能源公司 重庆市丰都县   

5 重庆海装巫山红椿风电场 4.95 
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 

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山县   

6 重庆海装巫山界岭风电场 4.95 
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 

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山县   

7 重庆海装巫山大风口风电场 4.95 
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 

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山县   

小计 34.65 

 



 

附件 1 

四川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华能新能源凉山昭觉依达风电场项目 4.8 华能新能源昭觉风电公司 凉山州昭觉县   

2 华能新能源凉山布拖补尔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布拖风电公司 凉山州布拖县   

3 华能新能源凉山布拖乐安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布拖风电公司 凉山州布拖县   

4 华能新能源凉山会理长海子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会理风电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5 华能新能源凉山会理三地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会理风电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6 华能新能源凉山宁南梁子乡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宁南风电公司 凉山州宁南县   

7 四川能投凉山会东鲁北风电场项目 4.95 
四川省能投会东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凉山州会东县   

8 华电凉山盐源凉风坳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四川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   

9 华电凉山盐源牦牛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四川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   

10 华电凉山盐源银头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四川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   

11 华电凉山盐源观塔坡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四川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2 大唐凉山普格海口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大唐集团四川分公司 凉山州普格县   

13 德昌风电凉山德昌德州风电场项目 4.8 德昌风电开发公司 凉山州德昌县   

14 天佑新能源攀枝花仁和桃树平风电场项目 4.95 天佑新能源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   

15 四川能投攀枝花盐边大面山风电场项目 4.6 
四川省能投盐边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盐边县   

16 国电大渡河雅安石棉栗子坪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大渡河新能源投资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小计 78.55 

 



 

附件 1 

贵州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华能新能源毕节威宁雪山龙街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贵州风电分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2 
华能新能源毕节威宁雪山陡口子 

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贵州风电分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3 华能新能源毕节威宁观风海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贵州风电分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4 龙源毕节威宁梅花山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5 龙源毕节威宁赵家梁子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6 龙源黔西南州普安横冲梁子风电场项目 4.2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黔西南州普安县   

7 中广核黔南州龙里苦蒿坪风电场项目 4.8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南分公司 
黔南州龙里县   

8 中广核黔东南州麻江牛皮坳风电场项目 4.75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南分公司 
黔东南州麻江县   

9 中广核黔南州贵定擦耳山风电场项目 4.75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南分公司 
黔南州贵定县   

10 大唐桂冠黔西南兴义白龙山风电场项目 4.8 大唐桂冠深圳博达公司 黔西南州兴义市   

11 
华能国际六盘水盘县西冲大爬山 

风电场项目 
4.8 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六盘水市盘县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2 华润黔东南州剑河天堂界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黔东南州剑河县   

13 中水建遵义桐梓白马山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市桐梓县   

14 粤电六盘水水城曹罗坪子风电场项目 4.8 粤电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六盘水市水城县   

15 优普欧能黔南州福泉云雾山风电场项目 4.8 北京优普欧能投资公司 黔南州福泉市   

16 华润黔东南州黎平竹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黔东南州黎平县   

17 
华能国际六盘水盘县松河轿子顶 

风电场项目 
4.8 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六盘水市盘县   

18 中水顾问安顺关岭永宁风电场项目 4.8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安顺市关岭县   

19 中广核黔南州贵定千盆山风电场项目 4.75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南分公司 
黔南州贵定县   

20 龙源毕节威宁龙头山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21 国电铜仁松桃盘石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 铜仁市松桃县   

22 华能新能源毕节威宁法地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贵州风电分公司 毕节市威宁县   

23 中广核黔南州贵定县过路山风电场项目 4.75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南分公司 
黔南州贵定县   

24 中水顾问黔西南州晴隆苏家屯风电场项目 4.75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黔西南州晴隆县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25 华能新能源贵阳息烽南山风电场项目 4.75 华能新能源贵州风电分公司 贵阳市息烽县   

小计 120.6 

 



 

附件 1 

云南“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河北建投红河建水七棵树风电场项目 20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红河州建水县 
已批复 

前期工作 

2 华能新能源大理祥云天峰山风电场项目 20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大理州祥云县 
已批复 

前期工作 

3 中广核玉溪元江羊岔街风电场项目 20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玉溪市元江县 
已批复 

前期工作 

4 龙源曲靖陆良木山风电场项目 1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曲靖市陆良县 
已批复 

前期工作 

5 云南电投曲靖马龙对门梁子风电场项目 9 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曲靖市马龙县 
已批复 

前期工作 

6 盛唐红河石屏发白冲山风电场项目 20 红河石屏盛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红河州石屏县 
已批复 

前期工作 

7 国电电力昆明禄劝卓干山风电场项目 3.6 
国电电力云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昆明市禄劝县  

8 云电投红河泸西孔照普风电场项目 4.8 云电投泸西公司 红河州泸西县  

9 华能大理祥云杨家房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澜沧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大理州祥云县  

10 云南丰昇曲靖沾益大石山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丰昇电力有限公司 曲靖市沾益县  



 

11 中广核楚雄大姚茅稗田风电场项目 4.05 中广核楚雄大姚风力发电公司 楚雄州大姚县  

12 三峡红河弥勒石洞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三峡云南弥勒石洞山发电 

有限公司 
红河州弥勒县  

13 华能新能源大理鹤庆马厂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分公司 
大理州鹤庆县  

14 大唐文山丘北大龙山风电场项目 4.8 大唐丘北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文山州丘北县  

15 北京天润昭通巧家洗羊塘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昭通市巧家县  

16 云南金中玉溪新平哈科迪梁子风电场项目 4.95 云南金中电气有限公司 玉溪市新平县  

17 中国风电临沧双江忙糯风电场项目 4.95 双江锋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临沧市双江县  

18 龙源丽江古城七河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丽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丽江市古城区  

19 华能新能源保山昌宁黄草山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昌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保山市昌宁县  

20 大唐新能源昆明西山文笔山风电场项目 4.8 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市西山区  

21 云南电投楚雄大姚老尖山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楚雄州大姚县  

22 云南电投曲靖会泽头道坪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曲靖市会泽县  

23 国投昆明东川野牛风电场项目 4.8 国投云南风电有限公司 昆明市东川区  

24 
中水顾问姚安新能源楚雄姚安保顶山 

风电场项目 
4.8 

中水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楚雄州姚安县  



 

25 中电昆明寻甸苏撒坡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中国风力发电（云南） 

有限公司 
昆明市寻甸县  

26 水电十四局大理九龙坡风电场项目 4.95 
水电十四局大理聚能投资 

有限公司 
大理州大理市  

27 中云电楚雄禄丰老青山风电场项目 4.95 
云南中云电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楚雄州禄丰县  

28 国电昭通巧家三股水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云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昭通市巧家县  

29 协合曲靖会泽仓房风电场项目 4.8 会泽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曲靖市会泽县  

30 中水顾问红河泸西小海子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风电 

泸西公司 
红河州泸西县  

31 大唐玉溪新平向阳山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玉溪新能源有限公司 玉溪市新平县  

32 华能国际曲靖富源一把伞风电场项目 4.8 
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曲靖市富源县  

33 国电电力昆明富民金铜盆风电场项目 3.8 
云南国电电力富民风力开发 

有限公司 
昆明市富民县  

34 云南丰昇曲靖沾益大营盘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丰昇电力有限公司 曲靖市沾益县  

35 大唐新能源曲靖麒麟红石岩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新能源麒麟区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  

36 云电投楚雄姚安大中山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楚雄州姚安县  

37 国电昆明寻甸海洋哨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云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昆明市寻甸县  

38 三峡曲靖师宗程子山风电场项目 4.95 三峡新能源云南师宗发电公司 曲靖市师宗县  



 

39 龙源曲靖陆良仕官风电场项目 4.2 云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曲靖市陆良县  

40 中云电昆明倘甸小白龙风电场项目 4.95 
云南中云电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昆明市倘甸县  

41 水电十四局大理宾川五顶山风电场项目 4.8 
水电十四局大理聚能投资 

有限公司 
大理州宾川县  

42 云南丰昇曲靖麒麟五台山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丰昇电力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  

43 湘电中诺红河石屏大牛风电场项目 4.8 云南湘电中诺新能源有限公司 红河州石屏县  

44 中广核楚雄大姚凉风坳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楚雄大姚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楚雄州大姚县  

45 华电文山砚山黑巴风电场项目 3.8 
云南华电朵古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文山州砚山县  

46 大唐大理洱源八地罗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洱源凤羽风电有限 

责任公司 
大理州洱源县  

47 中水顾问楚雄姚安三道箐风电场项目 4.8 
中水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楚雄州姚安县  

48 云南裕隆普洱宁洱硝井风电场项目 4.95 云南裕隆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普洱市宁洱县  

小计 304.2 

 



 

附件 1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协合山南措美一期 49.5风电场项目 4.95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山南地区措美县   

2 龙源那曲高海拔试验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西藏新能源有限公司 那曲地区那曲县   

小计 9.9 

 



 

附件 1 

陕西 “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国电榆林靖边祭山梁风电场 

三期工程项目 
5 国电陕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2 国电榆林定边黄湾风电场项目 5 国电陕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3 国电榆林定边盛梁风电场项目 5 国电陕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4 华能榆林定边郝滩风电场项目 5 华能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5 华能榆林定边大沙湾风电场项目 5 华能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6 华能榆林定边马圈梁风电场项目 5 华能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7 大唐榆林定边油房庄风电场一二期项目 10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8 大唐榆林定边张家山风电场三期项目 5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9 华电榆林定边王盘山高伙场风电场项目 5 陕西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10 华电榆林定边王盘山洋峁湖风电场项目 5 陕西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11 
中电投黄河榆林靖边李家梁 

风电场二期项目 
5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12 
中电投黄河榆林靖边白天赐风电场 

一期项目 
5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13 
北京天润榆林靖边新敦自主化国产大功

率机组示范工程项目 
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14 
华能新能源榆林定边杨井风电场 

一二期项目 
10 华能定边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15 天润定边姬塬风电场项目 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16 国华宜君西草沟风电场项目 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铜川市宜君县  

17 远景横山狄青塬风电场项目二期工程 5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榆林市横山县  

18 联合动力吴堡风电场项目 5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榆林市吴堡县  

19 
华能新能源榆林定边狼尔沟风电场 

一二期项目 
10 华能定边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20 龙源榆林靖边庞畔风电场项目 5 龙源陕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21 龙源榆林定边杜家沟风电场项目 5 龙源陕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22 国华榆林神木新墩峁风电项目 5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榆林市神木县   

23 
宁发集团榆林定边冯地坑风电场 

二期项目 
5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定边县   

24 盛高榆林靖边东坑四十里铺风电场项目 5 
陕西盛高电力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25 京能榆林府谷田家寨风电场项目 5 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榆林市府谷县   



 

26 大唐国际榆林靖边青阳岔风电场项目 5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榆林市靖边县   

小计  145 

 



 

附件 1 

甘肃省 “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华能定西通渭华家岭义岗风电场项目 20 华能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定西市通渭县 
已获国家批

复前期工作 

2 华电新能源庆阳环县毛井风电场项目 40 华电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庆阳市环县 
已获国家批

复前期工作 

3 中广核武威民勤红沙岗咸水井西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武威市民勤县  

4 北京国能金昌永昌露泉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国能风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昌市永昌县  

5 协合金昌永昌西滩风电场项目 4.95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金昌市永昌县  

6 中凯白银景泰寺滩风电场项目 4.95 
白银中凯新能源开发实业 

有限公司 
白银市景泰县  

7 天润天水张家川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天水市 

张家川县 
 

8 国电白银靖远东升贺寨柯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甘肃电力有限公司 白银市靖远县  

9 华能定西通渭华家岭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定西市通渭县  

10 大唐白银景泰前台子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白银市景泰县  

11 华电新能源庆阳环县南湫三期风电场项目 4.95 华电集团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庆阳市环县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2 
重庆海装酒泉敦煌北湖第三风电场 

（一期）项目 
4.95 

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

有限公司 
酒泉市敦煌市  

13 
中广核、大唐新能源、民勤力源武威民勤 

红沙岗百万千瓦风电场项目 
100 中广核、大唐新能源、民勤力源 武威市民勤县 

已获国家批

复前期工作 

小计 209.5 

 



 

附件 1 

青海省“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中电投黄河海西乌兰茶卡盐湖风电场项目 4.95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海西州乌兰县  

2 中电投黄河海南共和切吉敦曲风电场项目 4.95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州共和县  

3 大唐海北刚察沙柳河西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海北州刚察县  

4 大唐海北海晏尕海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海北州海晏县  

5 国投海西都兰贝壳梁风电场项目 4.95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西州都兰县  

6 
青海聚鸿海西都兰诺木洪大格勒河东 

风电场一期项目 
4.95 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西州都兰县  

7 
北京瑞启达海西格尔木东出口一期 

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瑞启达新能源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海西州格尔木市  

8 中水顾问海西都兰金水口西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 

研究院 
海西州都兰县  

9 国电电力海西都兰诺木洪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青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海西州都兰县  

10 中国风电海西德令哈尕海南风电场项目 4.95 中国风电集团 海西州德令哈市  

小计 49.5 

 



 

附件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龙源吴忠同心风电场项目 3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 
已批复前期 

工作 

2 国华吴忠盐池苏步井风电场项目 20 国华能源投资公司 吴忠市盐池县 
已批复前期 

工作 

3 国电电力吴忠太阳山风光储发电项目 4.95 国电电力宁夏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吴忠市太阳山 

地区 
 

4 国电电力中卫香山韩家圈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电力宁夏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中卫市香山地区  

5 宁发集团吴忠同心太阳山五期风电场项目 4.95 宁夏发电集团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  

6 银星能源中卫中宁长山头风电场项目 4.95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卫市中宁县  

7 宁夏银仪中卫中宁长山头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卫市中宁县  

8 中电投中卫香山六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中卫市香山地区 
 

9 中电投中卫香山七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中卫市香山地区 
 

10 宁电投吴忠同心太阳山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  

11 宁电投银川灵武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银川市灵武市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2 
中能吴忠同心风电场（小罗山）一期 

风电场项目 
4.95 中能新源同心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  

13 
中能吴忠同心风电场（小罗山）二期 

风电场项目 
4.95 中能新源同心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  

14 盾安固原原州寨科二期风电场项目 4.8 宁夏盾安风电有限公司 固原市原州区  

15 天润固原原州三营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北京天润新能源投资公司 固原市原州区  

16 华仪石嘴山惠农（落石滩）风电一期项目 4.95 宁夏华仪风电开发公司 石嘴山市惠农县  

17 甘能吴忠盐池风电场（陈记梁）风电场项目 4.95 京城甘能盐池新能源有限公司 吴忠市盐池县  

18 
新唐中卫沙坡头甘塘风电场（三道湍） 

风电场项目 
4.95 宁夏中卫新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  

19 华电灵武宁东风电场七期项目 4.95 华电宁东风电公司 灵武市宁东镇  

20 京能灵武宁东风电场四期项目 4.95 
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 
灵武市宁东镇  

小计 138.95   

 



 

附件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大唐吐鲁番托克逊三期风电场项目 4.95 大唐托克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吐鲁番托克逊县  

2 龙源博州阿拉山口三期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阿拉山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博州阿拉山口  

3 龙源乌鲁木齐达坂城三场五期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乌鲁木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  

4 中广核阿勒泰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阿勒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市  

5 天润哈密十三间房三期风电场项目 4.95 哈密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哈密市  

6 天润阿勒泰富蕴恰库尔图风电场项目 4.95 富蕴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富蕴县  

7 华能新能源阿勒泰青河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华能新疆青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青河县  

8 天润阿勒泰布尔津托洪台风电场项目 4.95 布尔津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阿勒泰布尔津县  

9 国电阿勒泰富蕴恰库尔图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北屯发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富蕴县  

10 国电塔城额敏玛依塔斯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塔城铁厂沟发电有限公司 塔城额敏县  

11 东方民生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伊吾东方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12 国电博州博乐三台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发有限公司 博州博乐市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3 东方民生哈密伊吾淖毛湖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伊吾东方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14 中广核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中广核伊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15 中电投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 

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16 国投吐鲁番小草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投新疆风电有限公司 吐鲁番市  

17 国电吐鲁番大河沿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青松吐鲁番新能源有限公司 吐鲁番市  

18 荣风吐鲁番小草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吐鲁番市荣风风力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吐鲁番市  

19 东方民生昌吉木垒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木垒县东方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 昌吉木垒县  

20 五凌电力吐鲁番鄯善楼兰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吐鲁番鄯善县  

21 
龙源阿勒泰哈巴河萨尔塔木二期 

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哈巴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哈巴河县  

22 海为支油阿勒泰吉木乃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吉木乃县海为支油风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吉木乃县  

23 龙源阿勒泰布尔津博孜墩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龙源布尔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布尔津县  

24 特变电工阿勒泰吉木乃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吉木乃新特风电有限公司 阿勒泰吉木乃县  

25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塔城老风口一期 

风电场项目 
4.95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塔城托里县  

26 中电投昌吉木垒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昌吉木垒县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27 华电哈密伊吾淖毛湖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新疆华电淖毛湖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哈密伊吾县  

28 国投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投哈密风电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29 盾安哈密伊吾淖毛湖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伊吾盾安风电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30 天润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伊吾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31 新天巴州若羌罗布庄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若羌新天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巴州若羌县  

32 东方民生昌吉木垒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木垒县东方民生新能源有限公司 昌吉木垒县  

33 国电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国电哈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34 三峡哈密伊吾淖毛湖一期风电场项目 4.95 三峡新能源伊吾发电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35 天润哈密伊吾淖毛湖二期风电场项目 4.95 伊吾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哈密伊吾县  

36 华电哈密十三间房三期风电场项目 4.95 新疆华电十三间房风电有限公司 哈密市  

37 天润乌鲁木齐达坂城整装风电场项目 20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 
已批复前期

工作 

小计 198.2 

 



 

附件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五”第三批拟核准风电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备注 

1 京能第六师北塔山风电牧场一期 
49.5MW 项目 

4.95 五家渠京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2 京能第六师北塔山风电牧场二期 
49.5MW 项目 

4.95 五家渠京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3 三峡第六师北塔山风电一期 
49.5MW 项目 

4.95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4 三峡第六师北塔山风电二期 
49.5MW 项目 

4.95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5 哈密风阳公司第六师北塔山风电场 
一期 49.5MW 项目 

4.95 哈密风阳投资有限公司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6 哈密风阳公司第六师北塔山风电场 
二期 49.5MW 项目 

4.95 哈密风阳投资有限公司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小计 29.7 

 



附件 2 

促进风电并网和消纳示范项目列表 

省份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建设单位 项目地址 示范内容 

河北 

 

1 
崇礼王山坝智慧 

风电场项目 
10.05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崇礼县

风电场智能 

信息化管理 

2 
围场东台子智慧 

风电场项目 
4.8 河北建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德市围场县 

风电场智能 

信息化管理 

3 
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 

二期项目 
40 国网新源公司 张家口市张北县

风电、光伏发电

及储能设施的

智能调度技术 

江苏 1 
龙源江苏盱眙低风速 

示范项目 
20 龙源电力集团公司 江苏省盱眙县 

低风速风机的

选型及运行 

控制 

合计 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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