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9 日 ，在
安徽省天长市广
陵路，天长市供电
公司带电作业班
人员在高空对一
处电网线路进行
带电抢修，确保企
事业单位和百姓
用电不受影响。 入
秋以来， 天长市出
现连续高温天气，
电网负荷急剧攀
升。 为保障电网安
全运行， 该公司积
极采用带电作业方
式对重点线路、设
备进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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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峰论坛月底举办
同步启动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云博会并上线“绿色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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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服务加速开拓新兴市场
将深挖 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新兴热点市场；提前布局农业农村、南方供暖等潜力市场

优化营商

■本报记者 王旭辉

综合能源服务

清洁发展

华东首艘全电动
大型商旅船溧阳启航

本报讯 近日，在江苏溧阳天目湖，
随着工作人员拔掉位于 “山水绿源”号
船尾的充电电缆接头，船只缓缓驶入天
目湖中。 这标志着华东地区首艘全电动
大型商旅游船下水启航。

“自年初景区智慧物联全电化改
造工作开展以来， 公司就致力构建绿
色低碳能源消费新生态， 助力天目湖
园区向清洁节能景区转型。”国网江苏
溧阳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史永祥介
绍。 “山水绿源”号采用新型磷酸铁锂
电池，整船容量 1000 千瓦时，相当于
30 辆电动汽车， 通过岸电充电 7 小
时，可续航 100 公里。 按全年运营 200
天计算， 年用电量在 20 万度左右，可
替代燃油 10 吨左右。 （雷杰 彭迪）

中卫新能源
装机占比逾 76%

本报讯 国网宁夏中卫供电公司日
前透露，截至 8 月底，中卫电网并网各
类发电厂 104 个 ， 发电总装机容量
725.01 万千瓦。 今年 1-8 月，中卫地区
新增新能源场站 5 座，其中，光伏电站 4
座，风电场 1 座，容量 35 万千瓦。

据了解，该公司各级管理人员把新
能源并网服务和场站基础管理作为每
年调控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一系列科
学、系统、稳定的管理手段，切实提高新
能源场站基础管理、设备运维、人员技
能水平，努力解决新能源发展中出现的
各类问题。 （马君 邹志勇）

鸡泽县供电
加快推动电能替代

本报讯 国网河北鸡泽县供电公
司日前透露，今年以来，该公司积极培
育电能替代新业态， 实施阳光业扩工
程，严格落实业扩“先接入、后改造”政
策。 据统计，1-8 月仅小寨铸造园区共
新装增容 10 户， 容量 1.59 万千伏安，
实现电能替代企业 52 家；1-8 月新增
替代电量 1.03 亿千瓦时。 同时，该公司
加快 2020 年电代煤工程， 对涉及的 7
个乡镇 166 个行政村 6006 户的线路及
配变进行改造。 （刘艳花）

“国网公司今年提出了迈向‘具有中国
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战略目
标，大力实施‘供电服务’向‘供电+能效服
务’延伸拓展，主要是为了发挥电网公司
联系千家万户的优势，以电能的高效利用
为中心， 帮助客户发掘能效提升潜力，搭
建客户与能源服务市场主体供需对接的
平台，提供更具经济性、智慧化的用能解
决方案，助力客户降低用能成本，提高全
社会用能效率。 ”9 月 10 日，国网营销部副
主任刘继东在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
峰论坛暨云博会媒体通气会上介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能源
生产和消费模式正发生重大转变， 综合
能源服务作为一种互补互济、 多系统协
调优化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模式， 已成为
提升我国能源开发使用效率、 提高可再
生能源消纳比例的重要发展方向。对此，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
盟理事长任伟理明确指出， 发展综合能
源服务已成为推动能源转型升级、 践行
能源革命的重要路径之一。

据国网初步测算，2020-2025 年，我
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进入快速成长期，市
场潜力规模由 0.5 -0.6 万亿元增长到
0.8-1.2 万亿元；2035 年步入成熟期，市
场潜力规模约在 1.3-1.8 万亿元。 巨大的
综合能源服务市场蓝海空间正加速形成。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深耕四大领域

2017年，国网印发了《关于在各省公司
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意见》，正式进军
综合能源服务市场；2018-2019 年，该公司
建立了综合能源服务业务体系，明确了综
合能效、多能供应、清洁能源和新兴用能
四大重点业务领域， 主要以工业企业、园
区、大型公共建筑等为重点服务场景。

具体而言，在综合能效领域，以提升工
业企业、公共建筑用能效率，达到节能降耗
目标的服务，包括配网节能、余气余热余压
利用、电机节能、楼宇空调节能等；在多能
供应领域，通过开展园区、工业企业和建筑
物多能联供、梯级利用，提升冷热供应效率
的服务， 包括一体化冷热供应、 余热供暖

等；在清洁能源领域，以促进清洁能源开发
利用、降低客户用能成本为目标的服务，包
括分布式光伏、 分散式风电、 生物质发电
等； 在新兴用能领域， 以优化客户用能结
构，提高终端电气化、智慧化水平为目标的
服务，包括专属电动汽车充换电、储能等。

据统计，国网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开展
3 年来，累计实施 1.3 万余个项目，有效提
升了全社会能效水平，优化了终端用能结
构，特别是在雄安新区、北京冬奥、苏州同
里等国家重点区域，以及北京大兴机场等
重大项目中建设了一批示范项目，发挥了
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了全社会共同
参与和积极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的氛围。

持续加大新领域市场服务力度

“新基建”是我国今年提出的重大发展
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国网综合能源服务
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持续加大新领域市
场服务力度。 刘继东介绍：“我们结合企业
降费需求，将智能运维、能源托管作为重点
突破方向；紧扣热点方向，深挖 5G 基站、
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新兴热点市场；提前
布局农业农村、南方供暖等潜力市场。 ”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国
网高度重视能源电力技术与数字技术融
合发展， 并将增强信息化作为提升综合
能源服务业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措施 。
2019 年，该公司启动了省级智慧能源服
务平台和“绿色国网”建设，打造服务全
社会的综合能源服务信息化支撑平台。

其中， 省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定位为能
源设备物联控制系统，具有能效管理、智能
运维等九大功能， 通过客户侧用能设备泛
在接入和状态实时感知， 监测分析优化用
能设备运行状态，实现提升客户能效、降低
用能成本、源网荷互动等目标。截至目前，已
完成 5 家省网公司的省级平台建设，2021
年，将实现 27家省网公司平台全覆盖。

“绿色国网”定位为省级智慧能源服务
平台的互联网主入口，是综合能源服务行
业资源汇聚枢纽，具有能源学院、解决方案
等九大功能，通过聚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科研单位等行业伙伴，汇聚全
社会的产品、服务、数据、资金等资源，推动
行业资源供需对接。今年 6 月，“绿色国网”
能源学院、 产业联盟等七大功能已上线。
2021 年，“绿色国网” 将与 27 家省级平台
实现集成贯通，九大功能全面上线。

加快打造共享共赢生态圈

“考虑到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具有横跨
多行业、技术复杂的特点，需要不同参与方
进行分工协作，必须立足于‘平台+生态’
模式，打造共享共赢的生态圈。 ”刘继东表
示。为此，2019 年 6 月，国网联合南网等 20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综合能源服务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以搭建链接产业上下
游、横跨多行业的交流合作平台为目标，打
造“共创共建、互惠互利”的产业生态。联盟
成立 1 年多来， 在携手社会各界促进产业
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联盟的具体情况， 任伟理介绍，
目前联盟已吸引 200 余家会员单位加入，
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投、研、用一体
化发展模式。“特别是今年以来，部分综合
能源服务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联盟又联
合社会机构推出了支持中小企业复产复
工十条举措， 通过发挥联盟平台优势，推
出了扶持中小综合能源服务企业的‘麒麟
计划’， 一方面通过综合能源服务知识共
享平台‘麒麟学院’，为行业和广大中小企
业共享经验、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与国内
一些大型投资机构展开积极沟通，对接资
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助力行业发
展，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起到了积极作
用。 ”任伟理表示。

对于国网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未来的
规划， 刘继东介绍：“将突出国网品牌优
势和营销网络资源， 积极切实履行央企
的社会责任和带动作用， 集中在项目示
范引领、商业模式创新、技术联合攻关、
标准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发力。”该公司
将聚焦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紧
扣“新基建”中 5G 基站、数据中心的投
资建设，打造一批典型示范样板，便于大
规模推广复制。

同时，尊重综合能源服务领域的市场
属性，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科学
制定应对市场变化的服务市场策略；联合
国网系统内外企业单位， 共同突破物联
网、储能等领域的技术难点，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通过政、产、学、研、用融合，参与
相关标准制修订，规范行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记者日前
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获悉， 中国综合能
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将于 9 月 27
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
峰论坛系列活动。据了解，中国综合能源
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由国网于 2019
年 6 月牵头，并联合南网、华能、大唐等
20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经济
下行双重压力， 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迫切需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数字
化、清洁化、智慧化、融合化已成为行业
共识。推动清洁智慧能源发展，已成为落
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的迫切举措。”国
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理
事长任伟理表示， 高峰论坛系列活动将
是能源“十三五”收官的重要总结，更将
为“十四五”能源发展打好底、开好局。

据了解，高峰论坛将以“推动清洁智
慧能源发展 打造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为
主题，邀请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能源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百余家能源
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专家，从
宏观政策趋势、产业前沿视野探讨中国综
合能源服务产业发展方向，促进综合能源
服务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高峰论坛包括开幕致辞、主旨发言、院
士对话、主题平行分论坛等内容，重点探讨
综合能源服务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技术
和趋势、智慧城市与综合能源服务、信息
技术与综合能源服务、储能与综合能源服
务、 新能源开发与综合能源服务等问题。
同时，高峰论坛将进行“绿色国网”上线发
布， 集成 27 家省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为
平台服务商和用能企业提供能效管理。

据了解，系列活动还将举办中国综合
能源服务产业云博会，这将是全国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的综合能源服务产业线上盛
会，预计云博会参展企业约 1000 家以上。
云博会将充分利用 5G、VR/AR、 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面对面”到“屏
对屏”的过程中，以“企业展厅”“五大展
馆”“产品及项目发布会”“主题周展示”等
方式，为企业提供多维度、高效迅捷、永不
落幕的新型展示平台。

任伟理指出，此次系列活动将能汇聚
多方智慧，总结“十三五”能源发展演变历
程，共同研究“十四五”综合能源服务产业
发展趋势， 推动能源供给和消费领域变
革； 有利于推动综合能源服务产业蓬勃
健康发展，带动设备、施工、金融等上下
游企业协同发展， 在技术研发、 咨询设
计、工程建设、项目运营等环节创造大量
就业岗位，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链
升级； 有利于聚合综合能源服务优质资
源，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武威供电服务
市政重点项目落地

本报讯 国网甘肃武威供电公司
日前透露，今年以来 ，该公司全力为
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积极服
务好政府交办的牧原年出栏 100 万
头生猪、武威海越水果胡萝卜种植加
工、德青源金鸡扶贫 、甘肃华中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万亩蔬菜种植基
地及 15 万吨现代冷链物流等 11 项
重点项目。

期间， 武威供电公司为项目用电
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主动上门了
解重点项目用电需求， 为项目供电答
疑解惑， 多专业协同实现接电供电方
案“即勘即答”。 用最快的时间完成申
请、设计、施工、送电，为重点项目接
电用电提供“省力、省时”的“保姆式”
服务。后期，武威供电公司还将通过农
网改造升级等方式， 为重点工程项目
提供“一站式”“一条龙”跟踪服务，助
力招商引资。 （杨晓霞 贾忠良）

晋中榆次供电
走访低压客户

本报讯 9 月 3 日，国网山西省晋
中市榆次区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开展
低压客户走访活动，“零距离”与客户
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其对供电服务的
满意度及诉求 ， 并提醒客户节约用
电，确保客户安全有序用电 ，助推提
质增效。

期间，该公司台区经理到所辖区域
发放客户经理名片，手把手帮助客户下
载、注册“网上国网”APP，建立客户微
信工作群，与客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
解客户的用电情况； 介绍供用电形势、
用电负荷分布情况，宣传供电抢修等服
务措施，倾听客户对供电服务的意见和
建议，现场解答客户提出的各项用电方
面的问题。同时，该公司还开展用电设
备安全隐患检查， 查看客户用电设备
老旧情况， 征求客户对供电服务中存
在问题的整改方法。 （武琛）

民乐县供电深入推进
“党建+优质服务”工程

本报讯 为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
境，国网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近日积极走访甘肃民
乐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用电检
查，从供电电源、备用电源、自备发电
机、 安全工器具等方面进行逐项检查，
把隐患排查环节做到位，解决了该公司
安全用电的后顾之忧。

今年以来， 民乐县供电公司围绕
“党建+优质服务”工程，建立日常服
务对接机制， 组织党员服务队同各中
小企业加强沟通，实行服务前移，提高
服务效能， 积极协助企业开展用电设
备巡视巡查； 采取电话随访和实地走
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主动
了解客户用电情况， 向用电企业宣传
优惠政策及灵活电费政策， 逐户电话
告知直购电交易优惠政策， 确保将红
利政策落到实处，助企开足马力生产，
深挖市场潜能。 （赵霞）

邯郸市肥乡区供电
推广配网不停电作业

本报讯 近日， 国网河北省邯郸市
肥乡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对辛庄
供电所城区线路进行带电消缺，充分发
挥配网不停电作业优势，以“能带不停、
少停多供”为原则，实现客户用电“零”
影响和服务质效“双提升”，保障了客户
可靠用电。

据了解，为全面落实提质增效专项
行动工作要求，该公司积极推广配网不
停电作业，开展带电作业专业与配网运
维、配电自动化、配网工程等专业的横
向协作与联系。 同时，不断提高带电作
业精益化水平，切实提高工作人员业务
水平和“实战”能力。 据统计，今年 1-8
月， 该公司共开展带电作业 254 次，减
少停电户数 18139 户， 增供电量 25.16
万千瓦时， 提高了电网供电可靠性，保
障了客户用电安全。 （叶艳芬）

滦平供电“三零”服务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 国网冀北电力滦平县供
电公司日前透露， 自该公司推出 160
千伏安及以下小微企业低压、10 千伏
配套电网建设项目 “三零”（零上门、
零审批、零投资）服务以来，沟通办理
更加省时，报装手续更加精简，设备设
施投资更加经济， 这些举措大幅减少
了客户时间成本及投资成本。

据了解，滦平县供电公司还建立
常态化“1+3”服务团队，受理客户报
装申请后，“1+3”服务团队进行现场
勘察，营销专业人员协同运检专业人
员现场答复供电方案，随后与客户签
订供用电合同，帮助客户最大限度节
省投资成本。 （魏明良 许乃丹）

江苏淮安牌楼储能电站党员服务队在现场巡检。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