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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能源法刚颁布的2004年底在法兰克福
办公城Eschborn创立,

在Eschborn创立

家族企业
企业主自营的德国中型企业, 在德国的两代
家族拥有100%所有权. 德国家族企业家协会
成员和 FNB（？）

持续增⻓的业绩
当前运营205兆瓦, 其中德国超过195兆瓦

持续增量

竞争优势
作为覆盖整个价值创造链的项目规划者，开发
者（EPC），投资者与运营者（IPP）我们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

独特的商业模式
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以德国新能源法（EEG）保障的发电收入盈余为基础的内
部融资能力是公司成⻓的基础，持续扩建新电站和创新的

产品与服务创造公司成⻓

创新
适应能源转型和德国新能源法的修订:

储能, 调频。削峰, 制氢, 电热联营, 燃料电池, 能源互联网等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概貌
FEH是德国最大的独立太阳能电站运营者之⼀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业务领域
现状与前景

地产/电热联营 制氢

太阳能电站 储能/削峰 调频/自销

自用电

租户电

PPA工业电户及国
际项目

直输电



2004 2008 2013 2015 2016                       2018             2019

开始: 进口和批发太阳能板

第一次战略转型: 从太阳能板进口批发商到建设与运营自己拥有的太阳能电站

第二次战略转型：
太阳能投资组合向不同的创新能源技术多样化发展

在德国持续扩张太阳能电
站，多样化发展新业务领
域

扩张核心业务: 

太阳能电站151兆瓦,  总
投资2.5亿欧元

两亿欧元投资，120兆瓦
装机容量

完全实现战略转型:

从太阳能模板批发商到太
阳能电站运营者(IPP)

新能源领域的先行者:

建造和运营太阳能电站
(EPC & IPP)

创立

进入新能源领域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持续增⻓
在德国超过14年营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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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的收入和安全可靠的商业模式: 

从完成建造起当年及其后20

年国家保障的新能源法发电
收入

高内部融资能力: 集团每年
的盈余完全投入新电站建设

W持续的增⻓和并购已运营
电站

97%的电站在德国 3% 的电
站在其他欧盟国家

新电站项目依然具有吸引力
的投资收益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增⻓动力
业绩持续增⻓的基⽯

20年保障的每年法定发电收入（百万欧元） 每年装机存量（兆瓦）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价值创造链
完全覆盖全价值创造链实现效益最大化

规划和建造(EPC)太阳能电站和电池项目
自主规划和现场协调合同伙伴及建造商
目前只为FEH集团自己的项目提供支持（在德国两个办公地点）
作为项目公司的建造商和设备供应商
直接从亚洲（中国）购买设备

自主运营 (IPP)

对电站的商业运营和面向银⾏及投资者的定期报告
对所有持有电站的监控，运维和技术支持 (GSC)

业绩分析及自销产电 (FEH) 

⻓期和独⽴的投资者
通过FEH集团

目前超过115项目公司
投资，建造及运营太阳能电站
并购已运营电站
结构化融资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融资
项目融资及企业自有资金融资

项目融资
通过德国银⾏获得⻓期保障的⻓达20.5年的项
目贷款
通过德国复兴银⾏KfW及农业政策银⾏获得低
利率的在融资

自有资⾦融资
L以项目融资还贷后盈余的现⾦流实现发⾏⻓期
次级债 (受益权和公司债券)

面向机构投资者发⾏扩大投资者基础



投资和运营电站 在德国建设和并购工商屋顶电站(100-750 千瓦)

规划，建设和运营（竞标）地面电站

有选择性地在其他欧洲国家投资太阳能电站，特别是⻄欧国家
基于太阳能电站
的能源项目

以自用电和直供电为基础的电站租赁模式

以(锂铁)电池参与一次调频服务
在集团拥有的地产项目上开展租户电项目

未来项目 建立电力交易平台直销太阳能电站产电

以⻓期大宗购电协议（PPA）方式投资国内外太阳能电站
电多能转换: 转换，储存和销售太阳能电和其他能源载体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发展战略 (一)
在新能源法以外发展太阳能技术应用新模式

太阳能电站



模式 电池储能电站

新能源电站发出的多余电量能够被储存
发展现状 (技术
与市场)

德国能源转型和智能电网的构成部分

以电化学方式存储电能
优势/客户与环
境的解决方案

通过电池在用电高峰期间供电避免高电网使用费

通过优化实现均匀用电负载从而降低用电成本

能源使用的高效率

综合使用不同的新能源获得良好协同效应

没有碳排放

新商业模式：⼀次⼆次调频服务, 自用电, 直销电等

为电网维稳提供调频服务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发展战略(二)
在自用电, 分布式用电和调频领域应用电池

储能与削峰



模式 在BHKW电热联营系统中燃烧燃料(如天然气或生物燃气) 同时产生电能和热能

发展现状 (技术
与市场)

D明显减少的有害物质和碳排放，通过电热联营实现高能效

优势/ 对客户及
环境的解决方案

BHKW电热联营设备满足客户用热需求

所产电能够自用或输送到电网获得产电收益

因为BHKW同时产电产热，客户获得优化的高效率解决方案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90%

综合使用BHKW与储热设备及现代控制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灵活性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发展战略(三)
BHKW电热联营

BHKW

电热联营



模式 电转氢 (P2G): 把新能源电能转换成氢能

氢转电: 电转氢的逆转使用

发展状况(技术
与市场)

氢机动市场: 氢私人汽车, 氢公共交通, 加氢站等

工业应用: 直接使用氢，氧和热

进一步廉价的太阳能电能让氢能具有经济性

在可见将来能够实现这种未来能源的市场价值

优势/ 客户与环
境的解决方案

氢是物理特性良好的环保燃气

没有碳排放

通过综合使用太阳能，电池和BHKW电热联营能够提高能源自主度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发展战略(四)
氢能作为未来能源

氢能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项目
德国太阳能电站项目公司

Rheinland-
Pfalz

Saarland

GS: 1

PVA: 1

kWp: 794

Bayern

Thüringen
Hessen

Nordrhein-
Westfalen

Sachsen-
Anhalt

Sachsen

Berlin

Brandenburg

Mecklenburg-
Vorpommern

Schleswig-
Holstein

Niedersachsen

Hamburg

Bremen

Baden-
Württemberg

GS: 5

PVA: 5

kWp: 10.753

GS: 36

PVA: 79

kWp: 73.253

GS: 4

PVA: 4

kWp: 1.129

GS: 20

PVA: 29

kWp: 21.514
GS: 3

PVA: 3

kWp: 4.069

GS: 1

PVA: 1

kWp: 9.054

GS: 8

PVA: 9

kWp: 9.632

GS: 25

PVA: 33

kWp: 45.042

GS: 12

PVA: 24

kWp: 20.059

GS = Gesellschaft, PVA = PV-Anlage, kWp = installierte Leistung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合作伙伴
我们与合作伙伴基于互信紧密合作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使命
我们的责任

可持续发展

创新 合作

⻓期盈利



FEH 法兰克福能源控股公司 – 联系方式
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

Frankfurt Energy Holding GmbH

Mergenthalerallee 55-59

65760 Eschborn

Tel: +49 (0) 6196 777 35 - 0

Fax: +49 (0) 6196 777 35 - 66

Web: www.frankfurt-energy.de

eMail: info@Frankfurt-energy.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