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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西门子能源
是人气最高的展台之一。这是西门子能源作为独立运
营企业的“中国首展”。

去年 5 月， 西门子股份公司宣布拆分其所属油气
与电力集团， 同时将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公司
67%的股权进行转让， 全力打造独立运营的能源企业。
今年 4 月，西门子能源股份公司正式独立运营，并于 9
月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

西门子为何剥离能源业务板块？ 新成立的能源公司
要做什么？ 在中国市场又有何计划？ 西门子能源股份公
司全球高级副总裁、西门子能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姚
振国在展会间歇接受媒体采访，并回应了上述问题。

疫情之下 布局加码

今年 5 月， 西门子能源将大中华区总部设立在上
海。 姚振国坦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曾考虑过是否按
原计划推进新公司工作，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使命刻
不容缓，因此紧锣密鼓地完成拆分上市工作，并在中国
市场大举增资 38 亿元。 “在全球经济社会充满不确定性
和疫情影响下， 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的信心。 ”

新公司把能源业务从西门子体系中剥离出来，进
行重组，使其更专注、更具备整合能力。 目前，西门子能
源由五大业务板块组成， 包括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
应用业务、传统发电业务、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业务、输
电业务以及氢能等新能源业务。 西门子能源业务组合
几乎覆盖了整个能源产业链。

在本届进博会上， 西门子能源全面展示了上述业
务组合，比如目前在中国已投入商业运营，点火运行时
间最长、可靠性最优、动力最强劲的 SGT5-8000H 燃气
轮机技术；为“蓝鲸 1 号”钻井平台提供的电力解决方
案， 为该平台降低 11%油耗的同时减少 35%的氧化氮
和 20%的二氧化碳排放。

赋能社会 致力减排

据了解，目前西门子能源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9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全球发电总量的 1/6 是基于西门子能源技
术，且 50%以上的能源业务组合已实现去碳、零碳目标。

让能源更绿色是西门子能源追求的目标。 姚振国展
示了西门子能源对未来能源转型路径的思考：首先是面
对能源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现实， 致力于降低煤

耗、提升效率。 “过去高耗能机组每发一度电需要 350 克
煤，将耗煤目标降到 300 克以下，能带来巨大节约效益，
这是当下我们专注的焦点。 ”

其次是燃料转换与多能互补。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
性，因此不能片面地追求新能源替代，能源转型要在确
保能源供应安全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同时也要系统地考虑经济性，不能不惜代价、不限财
力地持续投入，多能互补、数字化技术将在其中发挥重
要作用。

最终的能源体系将实现深度低碳，西门子能源将
通过全氢燃烧燃机、多模零碳能源系统、大规模储能
发电、 碳捕捉与利用等技术助力中国实现 2060 碳中
和目标。

谈及独立运营后，业务模式的不同之处，姚振国认
为，过去用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将转变为战略伙伴关系，
西门子能源不仅仅是供应方、技术方的角色，将致力于
进入到更前瞻的中上游，打通能源全产业链，和伙伴携
手推动能源转型与变革。 “比如，西门子能源和国家电
投在燃气轮机、氢能、海上风电及电网接入等领域建立
了全方位合作。 ”

氢担重任 强化行业耦合

“在中国市场，西门子能源每款产品、技术，都将探
讨面向未来最环保、最清洁、最高效的能源应用，这是我
们发展的动力所在。 ”姚振国强调，一家能源公司实现不
了低碳能源，必须依靠全产业联动协作。

西门子能源在展台上重点展示了 Power-to-X （多
维能源转换体系）等面向未来的能源技术。 今年 8 月，西
门子能源与合作伙伴达成协议，将为中国电力氢能创新
产业园提供一套橇装式质子交换膜（PEM）纯水电解制
氢系统“Silyzer 200”。 这是西门子能源在中国落地的首
个兆瓦级别绿色制氢项目，预计于 2021 年 5 月交付。

“氢能是西门子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姚振国看
来，西门子能源发展氢能具备先天优势，早在十多年前
就开始了相关研究与应用。 通过高效电解槽制氢解决方
案把风电、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制出纯度高且规
模化的“绿氢”，解决了氢从何处来的问题。 他认为，推动
氢能发展要强化行业耦合。 “西门子能源与国家电投合
作，利用弃风、弃光制氢，为北京延庆地区公交车提供动
力，在技术上、经济上证明了可行性。 未来西门子能源还
将进一步携手上游发电或能源公司共同推动氢能产业
化、规模化。 ”

近日，在 2020 全球能源互联网（亚洲）大会
清洁发展与亚洲转型主题论坛上， 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构建亚洲能源互联网，加快清洁能源大
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将推动各国能源基础设
施升级， 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 带来巨大的社
会、经济、环境等综合效益，有利于促进亚洲能
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 是亚洲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

立足本土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潜力

印尼能矿部部长达斯里夫表示：“印尼致力于
在 2025 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提升至 2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升偏远地区电
气化的水平， 关键在于要充分发挥本地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潜力。 ”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研究院院长赵
勇对此表示赞同。 据他介绍，华能在巴基斯坦投
产的萨希瓦尔电站，填补了巴基斯坦全国电力缺
口的 1/4。 “只有立足本地资源、满足本地的电力
需求，然后再逐步扩展到跨区联网、国际联网和
全球联网。 ”

记者了解到， 印尼政府已经发起了可再生能
源为基础的工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目的就是要加
快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和经济领域的发展， 同时支
撑偏远地区发展。

“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的地区却不是高用电
负荷地区， 所以我们需要高度发达的技术将这些
电力从源头输送到负荷中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
加强和其他国家以及相关方的合作， 以构建更加
完善的互联电网， 从而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的潜
力。 ”达斯里夫说。

构建适应性强的电力系统

������当前，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挑战，再次
凸显出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构建适应
性强的电力系统是各国共同的目标， 要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社会各界共同行动， 需要推动区域性双
边、多边合作。 ”达斯里夫强调。

“就新加坡而言，得益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
合作组织一直以来的倡议和支持，我国在 2019 年
决定通过电网互联进口清洁能源， 未来新加坡政

府会加大力度向清洁发展转型， 积极参与区域互
联网合作。 ”新加坡胜科集团总裁黄锦贤表示，近
10 年来， 科技的高速进步给清洁发展带来了希望
和契机，有远见的经济体都抓紧机会转型，不论是
制定外向型能源战略， 还是推动天然气供给多元
化、加快清洁能源发电，新加坡都是在用能源驱动
经济社会发展。

世界银行能源与采掘业全球发展实践局副
局长唐杰表示，未来 10 年，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煤
炭消费量都还要保持高增长，为了在本世纪中叶
之前实现净零排放，需要这些国家尽快扭转这一
趋势。

“亚洲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处于第一
线，我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继续抓住跨境电力互
联和可再生能源迅速增长的机会，让清洁能源能
够成为新的主力电源，让这些国家从中受益。 世
界银行一直都在帮助亚洲各国向低碳能源过渡。
同时，也在帮助全球实现这样的能源转型，我们
的方法就是贷款和咨询服务。 比如说现在做的项
目就包括帮助中国开发电池储存；帮助印度发展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还有支持越南和菲律宾开
展电力部门的规划，清洁能源、能效以及能源转
型等。 ”唐杰说。

有效管理清洁能源转型的落地成本

“电力行业是资本最密集型的行业之一。 ”电
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电力与能源分会 2021-2022
年主席卞建华表示，“例如超级电网、需求响应、加
强互联等等，能源互联之所以很难落地，就是因为
成本过高。 因此政策实施、工程落地等方面的关键
点就在于降本。 ”

那么如何来改变适应未来？ 卞建华表示：“中
期来讲，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智能化的输配
电网。 同时需要大规模部署储能技术。 长期来看，
要提高效率，建立更为灵活的需求侧响应，才能给
消费者提供阶梯式的服务。 ”

唐杰则表示：“世界银行致力于帮助和支持各
国减少煤炭的使用， 同时也在协助开发其他形式
的清洁能源，重点是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其可担
负性。 在适当可行的情况下，世界银行将支持各国
获得气侯融资， 这样就可以有效管理好清洁能源
转型的成本。 ”

西门子能源全球高级副总裁姚振国：

以技术赋能推动能源转型
■■ 本报记者 卢奇秀 ■■ 本报记者 路郑

将将成成亚亚洲洲主主导导电电源源清清洁洁电电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