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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各大电商举行的
“618”促销活动中，坚果、
麦片、乳品、红豆薏米粉、
高纤魔芋代餐粥等各具特色
的零食销售表现突出，在收
获大量订单的同时也赢得广
泛关注。这一现象，与商务
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稍早前
发 布 的 《消 费 升 级 背 景 下
零食行业发展报告》 内容相
一致。该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期间中国零食行业总产值
从几千亿元增长到 2 万多亿
元，预计到 2020 年，零食行
业总产业规模预计接近 3 万
亿元。

零食市场热闹的场面，
既根植于居民强大的消费能
力，亦离不开国内厂商质量
日 益 提 高 的 有 效 供 给 。 其
中，以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更
是为零食这一既传统又现代
的产业重塑着“生意经”。

产品好评率、合作伙伴
质量指数、产品分装质量指
数、物流配送质量指数、客
户差评解决率……站在三只
松鼠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的中
央品控云平台前，8块巨大的
屏 幕 上 实 时 数 字 在 不 断 滚
动，数以亿计的零食产品信
息流在这里汇总、分析。后
台的工作人员和处理系统可
以根据线上传回来的实时结
果，形成可执行的指令分发
到对应的供应商、物流商以
及分装车间等各个环节，最
终及时解决消费者的诉求。
在 不 远 处 的 另 一 个 办 公 区
内，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则
实时更新当天全国范围内零
食 电 商 销 售 的 数 据 。 据 介
绍，三只松鼠通过云平台连
接了500多家合作伙伴，并通
过一整套科学化的供应商管
理体系，共同支撑起三只松
鼠不断丰富的产品线。企业
通过数据连接了消费者和供
应商，有效参与到生产的各
个环节中去。如果不是周围
摆放着各种坚果样品，人们
很难认为这是一家零食公司。

线上的信息流，影响到线下才有了真正的生命
力。在实践中，数字化技术形成的消费者偏好数据
成为企业控制产品质量方向的宝贵指南。在安徽中
创食品检测有限公司的全透明玻璃隔间里，一台台
造型各异的理化检测设备自动工作，一群身穿白大
褂的技术人员穿梭其间，利用技术设备挑选与检测
坚果。据了解，为提高坚果质量，三只松鼠联合业
内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研发了专门的色选
机和 X 光分选机，创新性地将航空和医学影像技
术运用于检测坚果坏籽、大小、颜色，操作人员只
需要按几个按钮就能根据不同产品自动配选挑选模
式，一改行业过去依靠水浮判断坚果坏籽的模式。

“如今，行业通用标准已经难以完全满足消费者的要
求。比如面包的颜色烤深了、坚果口感不佳、味道
咸了或者淡了等问题就难以靠机器设备检测出来，
只有靠人工来品尝发现才行。我们根据大数据形成
的意见，安排专业的‘试吃员’进行体验以及相关
检测，目的就是使零食产品的特征更加符合消费者
实际需求。”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章燎原对本报记
者表示，新渠道的产生往往会形成很多新的需求和
商机，从而为新品牌的崛起创造条件。借助互联网
数字技术，企业一边通过数字化系统连接国内众多
的食品生产企业，一边通过更广泛的渠道连接消费
者，同时努力把两者之间的链路做得更短。“一方
面，数字化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移动互联
网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线上销售的基
础；另一方面，零食本质上同质化程度较高，只有
洞察消费者需求并形成相应供应链的企业才能越做
越强。因此，近年来我们也从电商企业转型成为数
字化供应链平台企业，以更高的效率、更优的品质
和个性化的产品，重新定义新零食，实现‘从多到
强’。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探索线下实体店以及海外
市场。”章燎原说。

力争到2020年基本解决弃水、弃风、弃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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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呼啸，风力发电机
却停止了运转——近年来，
在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
同时，水电、风电、光伏发
电出现送出难、消纳难问
题。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弃
水电量约 691 亿千瓦时，弃
风电量 277 亿千瓦时，弃光
电量54.9亿千瓦时，“三弃”
电量共约1023亿千万时，超
过同期三峡电站的发电量。
今年一季度“三弃”现象虽
有所缓解，但仍不同程度地
存在。为何会出现如此大规
模的电量损失？如何解决这
一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泼陂河镇蔡围孜村
江威合作社荷田景区的荷花绽放，吸引众多游人前
来观光游览。 谢万柏摄 （人民视觉）

荷田飘香引客来

◀6 月 11 日，国网江苏
检修公司员工在江苏吴江境
内的±800千伏复奉线安装智
能巡检机器人。这一特高压
直流输线路连接中国最大的
能源消费城市上海和最大的
水电装机省份四川，是西电
东送的大动脉。

汤德宏摄 （人民视觉）

▶江西赣州市会昌县依托
光照和丘陵坡地资源，因地制
宜选择 130 多个贫困乡村建设
绿色光伏扶贫电站。图为会昌
县周田镇长江村紫云社区的荒
山坡和校舍、农房屋顶分布安
装的太阳能电池板。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今年来，新疆哈密太
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快速发展，
目前当地太阳能装机容量已
突破 200 万千瓦。图为一台清
洁车在哈密石城子光伏产业
园清洗太阳能光伏发电板。

蔡增乐摄 （人民视觉）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水槎乡天湖山上，一座座
风机矗立在海拔 1100 多米的山脉之巅，与蓝天白云、
绽放的杜鹃花相映成趣。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三省区
弃风弃光电量占全国比重超90%——

“风光”无限却受阻

新疆风能、太阳能丰富，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最迅速
的省区之一。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报告显示，
去年全国陆地 70 米高度风能资源方面，年平均风功率密
度不低于 150瓦/平方米区域面积为 613.7万平方公里，其
中新疆 128.6 万平方公里，位列全国第一；太阳能方面，
2018年，新疆大部年水平面总辐照量超过1400千瓦/平方
米，居全国前列。截至今年4月底，新疆风电、光伏发电
装机容量近3000万千瓦。

“风光”无限，挑战却也不少。近年来，新能源发电
装机持续增长的同时，新疆地区不少风机、光伏设备长期
处于闲置状态，弃风弃光现象严重。去年，新疆弃风电量
107 亿千瓦时、弃光电量 21.4 亿千瓦时，全国最高；弃
风、弃光率为 23%、16%，分别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
和5倍。

不仅仅是新疆，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
国清洁能源消纳问题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和时段集中分布
的特征。其中，弃风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
等地区，2018年，上述三省区弃风弃光电量超过300亿千
瓦时，占全国总弃风弃光电量比例超过90%；弃水主要集
中在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

该负责人指出，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出力具有较大
的波动性，在时段分布上与用电负荷存在较大差异。比如，
风电一般夜间出力较大，但此时用电负荷较小；光伏发电出
力在傍晚快速减小，但此时实际用电负荷正迎来晚高峰。水
电出力受来水情况影响，汛期出力较大而枯期出力有限。

“目前中国电力系统尚不完全适应如此大规模波动性新能
源的接入，电力系统的实际调度运行面临较大困难。”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副所长
谢国辉表示，局部地区出现弃水弃风弃光现象，主要是由
于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过快引起的。特别是风电、光伏发
电迅猛增长，带来可再生能源发展与调峰电源发展不协
调、与电网发展不协调、与用电需求增长不匹配、与市场
机制健全不同步的矛盾突出。

近年来，新疆、甘肃、蒙东等地新能源发电装机快速
增长，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造成了较大的消纳压力。
截至2019年4月底，新疆、甘肃、蒙东风光发电装机分别
是本地最大用电负荷的1.1、1.4、2.0倍，本地消纳能力严
重不足。

本地消纳不足，外送也受阻。谢国辉介绍，中国新能
源资源和需求逆向分布，风光资源大部分分布在“三北”
地区 （华北、东北、西北），而用电负荷主要位于中东部
和南方地区，由此带来的跨省跨区输电压力较大。与此同
时，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富集地区跨省跨区通道规划建
设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同步，电网项目核准滞后于可再生
能源项目。以风光发电为例，2015年底甘肃酒泉风电基地
装机规模已超过12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600万千瓦，酒
泉—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2015年5月核准建设，2017年才
投产，外送通道建设滞后2到3年。

根据国网能源院数据，截至今年 4 月底，“三北”地
区风光发电装机合计1.68亿千瓦，但目前国家电网跨区直
流输送能力仅为0.95亿千瓦，还要承担大量煤电、水电基
地外送任务，外送能力严重不足。

增加就地消纳与扩大向外输送
“双管齐下”——

送得出也要接得住

大好“风光”，就这么白白浪费？国家能源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两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督促国
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各地能源主管部门，协同采取多种措
施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

以国家电网为例，2018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 1.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新能源弃电量
26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5%；弃电率5.8%，同比下降5.2

个百分点。西南地区调峰弃水电量138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14%；弃水率 3.8%，同比降低 0.8 个百分点。2019 年 1-4
月，新能源消纳改善更加明显，累计弃电量 67.6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35%；弃电率3.9%，同比下降2.6个百分点。

数据向好的背后，是增加就地消纳与扩大向外输送的
“双管齐下”。为给新能源消纳腾出更多空间，自6月9日0
时至 23日 24时，青海启动连续 15天 360 小时全部使用清
洁能源供电，所有用电均来自水、太阳能以及风力发电产
生的清洁能源。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总经理祁太元介绍，“绿电 15
日”期间，预计全网日最大负荷850万千瓦，日最大用电
量1.94亿千瓦时。同时，依托全国大电网和统一电力交易
市场，预计将达成 30 亿千瓦时交易电量，通过市场化交
易方式送往外省的电量达到11亿千瓦时。

曾经的弃风弃光大省甘肃，近年来大力推进电力外
送。积极对接湖南、河南、天津、四川、重庆等外部受电
市场，签订政府间协议，2018 年全省外送电量较 2017 年
增长 60%，其中新能源占比 48%。同时，今年 750 千伏

“河西三通道”加强工程将建成投运，彻底打通新能源省
内送出通道，途经甘肃的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工程也已
经开始建设。

既要“送得出”，也要“接得住”。作为新能源消纳大
省，2017年以来河南累计购入省外新能源电量超300亿千
瓦时。国网河南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戴飞表示：“河
南长期以来对引入外电持大力欢迎的态度，从政策上给予
高度支持，将西北地区新能源作为河南电力供给的首选，
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增加西北地区新能源电量，缓解
西北地区新能源消纳矛盾。”

新增建设项目必须以电网具备
消纳能力为前提——

明年基本解决“三弃”

弃水弃风弃光状况有所缓解，这一向好趋势能否得以
延续？谢国辉认为，目前看局部地区弃风弃光问题仍然突
出，预计2020年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风光发电装机将超
过 4亿千瓦，超出国家“十三五”规划规模 50%。考虑用
电负荷增长、跨省区区外送规模等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未
来如不能合理把握新新能源发展节节奏，弃风弃光问题有可能

出现反弹。
“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不足的矛盾仍然制约更大规模新

能源的开发和外送。”谢国辉说，预计到 2025 年，“三
北”地区新能源累计装机约 4.2 亿千瓦，超过 1/3 需要外
送，但预计国家电网跨区直流输送能力仅为 1.2亿千瓦左
右，还要承担大量煤电、水电基地外送任务，外送能力
严重不足，未来仍需要加快电网建设，提升跨省跨区输
电能力。“此外，系统调峰能力不足的矛盾依旧难以满足
高比例新能源消纳的需要，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仍会成
为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运营的拦路虎。”谢国辉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枫指出，部分地区为消耗富
余电量，通过低电价引进高耗能产业。此举短期内能够
刺激投资与就业增长，但高耗能产业往往对电价具有较
强的敏感性，一旦电价上涨便难以为继。“要进行电力
市场的改革，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合理布局，价格对
于供给和需求两侧都应有引导作用。建机制、改体制才是
长远之策。”

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正抓紧采
取措施。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接连发布文
件，强调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通过市
场化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本地消纳和实现可再生能源跨
省跨区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同时提出，新增建设项目必须
以电网具备消纳能力为前提，避免出现新的弃风弃光问
题，在同等条件下对平价上网项目优先保障电力送出和消
纳条件。

国家电网发展部副主任刘劲松介绍，2019年，国家电
网将加快张北—雄安特高压交流、青海—河南、雅中—江
西、陕北—武汉特高压直流、张北柔性直流等输电通道建
设。同时推动完善有利于打破省间壁垒、促进清洁能源跨
区跨省消纳的政策、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力争新能源省间交易达到700亿千瓦
时以上。

国家能源局透露，今年将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
补贴平价上网项目建设，全面推行风电、光伏电站项目竞
争配置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新机制，
结合电力改革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化交易等，
全面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推动建立清洁
能源消纳长效机制，力争到2020年基本解决弃水、弃风、
弃光的问题，最终实现到 2020 年和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15%和20%、到2050年清洁能源成为
主体能源的总体目标。”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