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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净电能计量政策3.0(NEM 3.0)?

为什么您应该参与其中?

谁符合条件?

容量限制

如何以零前期资本支出的方式参与?

符合条件的国家能源公司(TNB)（“国能”）的用户可在各自的建筑物的屋顶安装太阳
能光伏(PV)发电系统以自发自用,并将多余的能源出售给国能。NEM3.0通过3种计划
发放高达500兆瓦的总配额：

人民净电能计量计划
(NEM Rakyat)

政府部门净电能计量计划
(NEM GoMEn)

高达100兆瓦
的配额发放给

家庭用户

2021年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021年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021年4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高达100兆瓦
的配额发放给

政府机构

高达300兆瓦
的配额发放给商业、
工业、采矿业和农业

净抵消虚拟聚集计划
(NOVA)

*注意：此信息图仅专注于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的NEM 3.0计划

≤1,000千瓦 ≤1,000千瓦 ≤5,000千瓦

≤用户的最高电力
需求量的75%

≤用户的最高电力
需求量1的75%

≤用户的最高电力
需求量的100%

净抵消虚拟聚集
计划 - B类别

（净抵消 + 虚拟聚集）

净抵消虚拟聚集
计划 - A类别

（净抵消）

政府部门
净电能计量计划

低电压2用户

电流互感器的额定值的60% 60% 

管理向可持续能源发展局(SEDA)提交的NEM的配额申请，包括
进行相关评估研究4。72千瓦以上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
NEM配额申请必须提交评估研究才能获批准

承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工程、施工、
安装、测试、调试、运营和维护

协助获得发电许可证5

太阳能光伏投资者将会:

用户与太阳能光伏
投资者之间的合约安排

与已在马来西亚可持续能源发展局(SEDA)注册的
太阳能光伏投资者(Registered Solar PV Investor)3合作 

用户可以与太阳能光伏投资者签订太阳能电力购买协议
（“太阳能PPA”）或太阳能租赁协议（“太阳能租赁”）。

林巧时 (Chelsea Lim)
马来西亚智阔法律高级律师

Zaid Ibrahim & Co. (a member of ZICO Law)

chaw.sea.lim@zicolaw.com
t. +603 2087 9882

拥抱可持续性以实现长期业务增长
 增加公司获得融资的机会因为资本市场日渐要求公司将可持续

性融入其业务运营

 为国家对可持续低碳经济的呼吁做出贡献

降低业务成本
 享受较低的电价

 将多余电力售卖给国能以抵消电费

可以将可再生能源的环境属性货币化
 通过可再生能源证书(REC)交易出售绿色电力的环境属性以

获取额外收入。1个REC代表1兆瓦时(MWh)的可再生能源产生
的电力

1

2

3

太阳能光伏投资者将在协议期
间安装、拥有、运营和维护太
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用户通常
可在协议期满终止的时候选择
拥有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NOVA和NEM GoMEn如何运作?

所剩配额12

*截至2021年8月25日的数据

您知道吗？

机制

计算所节省的电费

合约安排

所剩配额 待批准配额 已批准配额

安装在建筑物的屋顶的太阳能光伏系统
产生的电力将先由该建筑物使用。

自发自用

多余的电力将反送到国能的电网 (输电或
配电系统)。 

余电上网

限于首10年。10年后，仅限于自发自用
的模式，多余的电力不得输回到国能的
电网。 

余电上网的期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可结合电池储能系
统，在太阳能电力的高峰生产期间储存
多余的电力以在生产低于用电需求时使
用。随着储能技术的进步，电池储能系
统的成本逐渐降低,光储结合是个具备可
行性和成本效益的方案。

电池储能系统(BESS8)

当太阳能发电量
<用电量

使用自发电力和国能
提供的电力

当没有太阳能发电
仅使用国能提供的电力

从早到晚

根据以下计算方式，每个月反送到国能电网的电量将用于抵消用户下个
月的电费账单

签署额外的净电能计量合约
用户与国能签订净电能计量合同(NEM Contract)。这是用户现有的国能
供电合同外的额外合同。

净电费（令吉）
(从国能电网输入的电量 x 国能的电价9) 

(输回到国能电网的电量 x 余电上网电价) 
–

NEM CONTRACT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和国能电网并网运行

净抵消虚拟
聚集计划

总配额
300MWac

政府部门
净电能计量计划

总配额
100MWac

82.88MWac

4.9444MWac 12.1756MWac

这种将太阳辐射直接转
换为电能的过程称为

光伏效应。

一个半小时内照射到地球表
面的阳光量足以满足全世界

一整年的能源消耗13 。

太阳能电板在低于冰点的
冬天仍然可以发电，因为
太阳能电板是通过吸取阳
光（也称为太阳辐射）的
能量来发电，而不是太阳

的热量。

作者

或

商业、工业、采矿业和农业领域
的国能用户

• 联邦、州或地区级别的政府
部门或法定机构，包括地方
政府

• 属于商业领域的国能用户

不曾参与太阳能光伏项目

净抵消虚拟聚集计划 政府部门净电能计量计划

政府部门净电能计量计划净抵消虚拟聚集计划

余电上网电价

国能的电价，即“一对一”
的抵消机制

抵消后的净余额将清零。 抵消后的净余额可在同个结算期11

内向后结转不超过12个月。

输回国能电网的电量 > 从国能电网输入的电量

NOVA下的虚拟聚集模式选择

指用户全资子公司使用或运营
的建筑物。不包括安装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的建筑物。

每个月多余的电力将输回到
国能的电网

输回到电网的电量可用于抵消用户指定的最多
3个处所（“指定处所”）的下个月的电费账单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支付方式
1

2

3

协议

REC交易 计费和账单

注册

国能SARE

用户或太阳能光伏投资者可以通
过REC交易出售太阳能电力的环
境属性以获取额外收入。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须在国际认可的绿
证签发机构注册（例如，I-REC 

Standard或Tradable Instrument 
for Global Renewables 

Registry)，该机构将核查和签发
REC并提供REC追踪和交易。用
户和太阳能光伏投资者须决定环

境权益的归属权。

太阳能光伏投资者和用户可以
与国能签订可再生能源供应协
议(SARE6)，让国能负责管理太
阳能 PPA的计费和收费。用户
购买的太阳能电力将一同计费
在其国能电费账单。TNBX私人
有限公司是国能的全资子公司
，它将会是国能在SARE中的收
款代理人。 目前，SARE不可用

于太阳能租赁。

多余电力 绿色激励措施

符合条件的国能用户可参与
NEM 3.0，将多余的电力出售

给国能。

绿色税收激励措施7将有助于降
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

税

注明
1 是指在一个月内的任何连续30分钟使用的最大千瓦时的两倍。用户的最高电力需

求量是基于：
 (i) 过去12个月记录的最高电力需求量的平均值; 或
 (ii)记录少于12个月的用户声明的最高电力需求量。
2 一般指导体与导体之间不超逾1,000伏特交流电或1,500伏特直流电的电压，或导

体与地之间不超逾600伏特交流电或900伏特直流电的电压。
3 《注册太阳能光伏投资者的目录》(SEDA) 

<h�p://www.seda.gov.my/directory/registered-solar-pv-investor-rpvi-directo
ry/>

4 净抵消虚拟聚集计划(NOVA) – 需进行并网评估研究(Connec�on Assessment 
Study)以检查将被接入到国能的电网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可接受性。

政府部门净电能计量计划(NEM GoMEn) – 需进行净电能计量评估研究(Net 
Energy Metering Assessment Study)以评估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对国能配电系
统的规划和运营的潜在影响。

5 ≤72kWp的三相系统和≤24kWp的单相系统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不需要发电许
可证。

6 Supply Agreement with Renewable Energy

7 欲知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于2021年6月9日发布的信息图系列1（第1部分）
《马来西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8 Ba�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9 使用国能提供的电量须缴付相应的服务税、可再生能源基金(KWTBB)收费和不平

衡成本转嫁机制(ICPT)收费（如适用）。
10 系统边际价格(SMP)是电网系统运营商(Grid System Operator)派遣的最昂贵的边

际发电厂的成本价格。每月平均SMP是基于前个月每天7:00到19:00之间的时间
段。Single Buyer将不迟于每个月的第14天发布每月平均SMP。

11 同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除了在第一年，结算期是NEM GoMEn的开始之日至
同年的12月31日。

12 有关最新数据，请访问SEDA的NEM配额主页
<h�ps://services.seda.gov.my/nem/quota/dashboard>

13《太阳能如何运作》（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
<h�ps://www.energy.gov/eere/solar/how-does-solar-work>

国能

国能

在企业运营中嵌入
可持续性

2021年8月

净电能计量政策3.0(NEM 3.0)下可再生能源
发电自发自用的机会

指定处所

处所 A 处所 B 处所 C

将根据用户所设置的优先级进行抵消

国能电网

直流电

直流电

当太阳能发电量
>用电量

仅使用自发电力，多余的
电力将输回到国能的电网

双向计量电能表

≤熔断器的额定值的

太阳能PPA – 用户将按照协议价
格(令吉/千瓦时)（低于国能的
电价）购买以太阳能电表测量
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所产生

和供给用户使用的电力。 

太阳能租赁 – 用户将每个月支
付固定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的租赁费用。

配电系统

*注意：不能用于抵消国能电价表中各领域用户的最低每月费用。

每月平均的系统边际价格10

（“平均SMP”），即市场价格：

2021年5月 16.17 仙/千瓦时

16.15 仙/千瓦时

17.47 仙/千瓦时

2021年6月 

2021年7月 

（直接接入式的电能表）

https://services.seda.gov.my/nem/quota/dashboard
https://www.zicolaw.com/resources/publications/infographic-series-1-part-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af%b9%e5%8f%af%e6%8c%81%e7%bb%ad%e5%8f%91%e5%b1%95%e7%9a%84%e6%89%bf%e8%af%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