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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大大驱驱动动助助广广西西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下下乡乡
资资讯讯

■韦露 陆雯 岳浩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的牵引下，新能
源汽车销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据广西壮族
自治区发改委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全区新能源汽车累计保有量
达 398205 辆，其中 1 至 10 月新增 143771
辆，增量汽车电动化率达 3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
热，新能源私家车、物流车等在县域乡镇
街头、村屯日渐兴起，成为民众大宗消费
的首选。广西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大力推动
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充换电网
络配套。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南方电网
广西电网公司在全区累计投建约 1.4 万
座充电桩， 完成供电区域 1020 个乡镇充
电桩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畅通下乡铺平
道路。

顶层设计全面布局
推动农村经济绿色转型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绿色发
展、低碳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推动
农村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途径。 2021 年，广西实施新能源汽车
下乡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3 年底，全
区新增新能源汽车 28.2 万辆以上， 新增
充电桩 8 万个以上，引导农村居民绿色低
碳出行。

2022 年 9 月，自治区发改委等部门联
合印发《加快广西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在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方面， 明确推动电动汽车下乡，加
快布局和完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网络等
措施，满足农村居民对绿色出行的美好向
往，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双碳”
目标。

除了政策叠加扶持，电能充足也是新
能源汽车下乡的前提。 近年来，广西大规
模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县域农村供电
能力大幅提升，为新能源汽车下乡充好满

格电量。
据统计，10 年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

公司投资超过 670 亿元开展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 于 2019 年提前完成国家新一轮
农网改造升级目标任务。特别是针对广西
“一区多网” 造成的农村电网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
和南方电网公司党组用好改革关键一招，
于 2019 年组建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投资
集团， 对广西 40 个县域地方电网进行重
组、建设和运营，为乡村振兴赋能，有力支
撑新能源汽车下乡。

2022 年， 该公司围绕乡村产业振兴、
交通电气化、 生活电气化等农业农村现代
化用电需求，安排 85 亿元实施农村电网巩
固提升工程， 加快提升农村电网保障能力
和智能化水平，不断优化乡村“绿色出行”
的硬件基础。

充电配套加快覆盖
解决下乡路上里程焦虑

完善的充换电网络，仍然是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新能源汽
车顺畅下乡的基础。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
司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完善
县域充电网络布局，推动充电配套超前下

乡。 特别是深化与自治区、各地市政府战
略合作，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加快乡镇充
电设施全覆盖， 打造便捷充电服务平台，
做优县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环境。

以“中国电动汽车之都”柳州市为例，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政企联动、共
建共享，按照“一区（县）一站”建设综合能
源站，规划建设柳州“10 分钟充电圈”，已

建成充电桩 3000 余个， 建成大型综合能
源站 8 座， 其中 3 座县域综合能源站，率
先实现 79 个乡镇全覆盖， 助力柳州电动
汽车渗透率保持全国第一、全球第二。 据
柳州市发改委统计， 截至 2022 年 10 月
底，该市所辖 5 个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3092 万辆，占汽车总保有量的 8.03%。

除了柳州，新能源汽车在广西各乡镇
也逐步渗透。中越边境的崇左市大新县硕
龙镇，新能源私家车穿梭在笔直的二级路
上。 位于该镇隘江村的老木棉景区，电动
观光车正在充电。 该景区销售总监农旋
说：“现在，大家都乐意选择绿色低碳自驾
行，很多游客都有充电桩需求，自从景区
酒店完善了充电设施，电压稳定，满足了
游客的绿色出行需求。 ”

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新兴业务
部新兴业务与境外业务管理科高级经理
林锐介绍，该公司将构建车桩网一体化发
展新生态， 在 2022 年实现充电桩乡镇全
覆盖的基础上，加强公路沿线、社区、县域
布局， 制定更经济惠民的充电服务策略，
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的应用环境，为新能
源汽车下乡搭建绿色桥梁。

柳柳州州三三江江侗侗族族自自治治县县程程阳阳八八寨寨景景区区充充电电站站。。 杨杨波波//摄摄

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南方电网广西
柳州柳城供电局为红马山农家乐景区配
置了充电桩，为游客解决新能源汽车的里
程焦虑。 马聪/摄

本报讯 数九寒天， 正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时
候。 连日来，国网盂县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班组
等，对全县煤改电用户的电力设施，进行红外测温
与夜间特巡，保证大家用电所需、温暖过冬。

做好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既是保护美好环境的
本质要求，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
山西省盂县积极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目前共有
近 10 万户农家完成煤改电、煤改气、煤改醇、煤改
生物质颗粒等，基本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

清洁取暖意义重大，如何让农户用得上？ 前
期推进时，盂县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组织领导，多
次召开会议安排清洁取暖燃料供应企业、燃料配
送、资金补贴等工作。 具体推进过程中，山西省盂
县能源局组建成立冬季清洁取暖管理中心，理顺
监管机制，从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各项工作落地
落细。

入冬前， 盂县提前安排部署燃气燃料采供
工作，大力推进“盂材盂用”计划，积极发展可再
生能源产业链。 山西建科天然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盂县清洁取暖煤改气用户的供气单
位， 与上游企业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签
订保供合同，确保“压非保民”措施有序推进和
采暖季所需天然气有效、足量供给，为群众温暖

过冬夯实基础。
推行了煤改电、煤改气、煤改醇等，如何保证农

户用得起？ 盂县建立健全清洁取暖改造用户台账，
确保清洁取暖运营补贴及时、准确发放到位。 同时，
盂县还印发清洁取暖设备使用手册，结合农村生活
特点，持续、广泛、深入开展清洁取暖补贴标准、补
贴方法、安全使用宣传工作。

盂县孙家庄镇禅房村是实施煤改电的村庄之
一。 市、县两级均制定出台了资金补贴办法，由两级
财政予以补贴。 如今，在禅房村里转一圈，村民门前
的煤池不见了，冬天不用出门倒炉渣了，屋子里的
煤烟味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洁净、便利的暖气
片和整洁的村容村貌。

怎么才能做好设备运行维护的“后半篇文章”，
让农户用得好？ 盂县明确运维主体，建立运维队伍，
持续开展上门回访巡查工作， 及时处理故障问题，
保证设备设施完好。 2022 年入冬到现在，盂县运维
队伍深入 100 多个村庄巡检清洁取暖设备，涉及用
户 5.3 万户。

盂县能源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高
站位、高标准、高质量开展清洁取暖后续工作，为
助力大气污染防治、保障农户温暖过冬做出积极
贡献。 （张泉东 郑宝红）

本报讯 1 月 1 日，天水天源绵诸第二风电场 110
千伏升压站 2 号主变启动成功，标志着天水电网 2022
年新能源并网完美收官，开启天水市“十四五”新能源
建设新纪元。

天源绵诸第二风电场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装机容量 50 兆瓦， 预计年上网电量 1.19 亿千瓦
时， 并网后天水电网风电装机达到 574.5 兆瓦。 国
网天水供电公司在并网工作中优化并网流程、提高
服务效率， 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完成了运行方式计
算、自动化信息接入及调试、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调试等工作，确保风电场顺利启动。

2022 年以来， 天水市政府出台新能源规划和项
目推进等方面支持性文件 29 项，全市新能源产业发
展取得重大进展。 位于清水县白驼镇的分布式光伏
示范项目配套接网工程建成，位于秦州区杨家寺镇
和甘谷县古坡镇的汇能宁远第二和第三风电场输
变电设备完成并网启动，天水电网统调并网装机容
量突破 100 万千瓦， 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 50 万
千瓦。 目前，天水新能源装机容量为 65.13 万千瓦。

根据《天水市综合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天
水市“十四五”期间将在因地制宜打造“陇东南清洁
能源基地”的基础上，积极构建风光火储能源生产供
应体系， 力争到 2025 年风电装机达到 100 万千瓦以
上，年发电量 14 亿千瓦时以上；光伏发电装机 50 万
千瓦以上，年发电 6 亿千瓦时以上。 国网天水供电公
司将加快新能源配套电网建设， 全力推进 110 千伏
安远变电站、白沙变电站等重点工程项目，全面提升
天水电网接入水平，支撑新能源并网需要，推动大型
新能源基地、调节能力和配套电网“三位一体、同步
建设”。 （郭纪雄）

新疆“煤改电”二期工程
已完工18.83 万户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近日公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2022 年“煤改电”二期居民供暖设施
入户改造工程开工 19.93 万户， 已完工
18.83 万户。

据了解，新疆“煤改电”二期居民供暖
设施入户改造工程实施时间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涉及 43 个县（市、区）、439 个乡
（镇）、3896 个村和 76.61 万户居民。 其中，
2022 年度涉及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
田地区、克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 7
个地（州、市），覆盖 21.03 万户居民。

2022 年以来，全疆各地（州、市）所辖
县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均成立了电供暖
改造工程领导小组， 建立了 “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同时，自治
区住建厅组织供暖、电力、产品质量、施
工等行业专家成立了自治区技术指导服
务组，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指导，督促改
造工程进度。

在改造过程中，自治区住建厅通过总
结电供暖技术经验，针对全疆不同气候区
域，因地制宜开展煤改电、煤改气、太阳能
光电互补供热方式试点工作， 推进南疆、
东疆、北疆供热方式多元化发展。

据自治区住建厅科技教育与建筑节
能处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们将加大
督导力度，推进煤改电资金落实，督促
指导相关地（州、市）在落实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条件下， 实行交叉作业和平行作
业，积极推进施工进度，按照计划安排完
成‘煤改电’建设任务。 ” （杨睿）

武威“十四五”新能源项目
首座 330 千伏汇集站投运

本报讯 甘肃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
330 千伏汇集升压站内设备近日正式启
动，标志着武威市“十四五”第一批新能
源项目配套建设的首座 330 千伏汇集站
投入运行。 至此，古浪县所有在建光伏发
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推动武威市新能
源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据了解，黄花滩 330 千伏汇集升压站
及线路工程由甘肃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牵头建设，总投资 2.9 亿元。 武威市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黄花滩 330 千
伏汇集升压站投运和 75 万千瓦接入项
目的并网发电， 武威市新能源装机规模
已累计达到 420 万千瓦。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 武威市新能源发电 40.02 亿千瓦
时，节约标煤 160.1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63.67 万吨。 （金奉乾）

湖南打造万亿
现代石化产业核心基地

本报讯 岳阳地区炼化一体化项目
园区配套工程日前开工， 标志着湖南打
造万亿现代石化产业核心基地又迈出坚
实一步。

据了解，岳阳地区炼化一体化项目被
湖南省委、 省政府列为 2023 年全省十大
产业项目之首。 此次开工的配套工程，包
括场地平整、配套道路、管线改迁 3 个部
分。 其中， 场地平整工程总投资 14.8 亿
元， 是湖南省迄今弃土规模最大的项目，
计划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完工交地。

与此同时，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
级转型发展项目变电站也成功受电，标
志着该项目动力系统初步建成。 己内酰
胺项目是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示范项
目、 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
迁改造重点示范项目、2022 年度全省十
大产业项目之一，计划 2023 年第二季度
投产。 （周磊）

陕西可再生能源装机
突破 3000 万千瓦

本报讯 陕西省发改委的信息显示，
随着 2022 年 12 月底，汉江干流安康旬阳
水电站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并网发电，
陕西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3000 万千
瓦，达到 3111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
的 38.3%。 其中，风电装机规模 1179 万千
瓦、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1489 万千瓦、生物
质装机规模 55 万千瓦、 水电装机规模
388 万千瓦，非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位
居全国第 13 位。

“十四五”以来，陕西加快绿色、低碳
发展步伐， 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增长，年
均增长率达 13.5%， 高于全国增速 2.5 个
百分点。 2021 年、2022 年安排可再生能源
项目总建设规模约 2690 万千瓦，超过“十
二五”“十三五”建设规模总和。 据初步测
算，目前，陕西已建成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年可发电 450 亿千瓦时以上，约占全省全
年发电量的 1/6，年可节约标煤 1400 万吨
左右。

据悉，陕西省发改委将按照陕西“十
四五”规划，结合国家下达年度可再生能
源消纳权重以及陕豫、 陕皖特高压外送
通道建设，谋划新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
督促 3 个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项目和年
度保障性并网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力争
到 2025 年全省可再生能源项目累计装
机规模达到 6500 万千瓦以上。 （杨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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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盂县
近 10 万户农家清洁温暖过冬

1 月 4 日， 中国石化
顺北油田联合站运行班
员工正在西北油田最高
的塔器———脱甲烷塔前
巡查流程。

中国石化顺北油田
联合站位于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茫茫黄沙中，面积
相当于 25 个标准足球场
大小。 作为中国石化首座
数字化交付联合站，该站
承担着深地工程原油处
理 、采出水处理 、天然气
处理、硫磺回收等任务。

顺北油田联合站的
运 行 管 理 人 员 共 有 21
人 ， 每个班组仅 7 名员
工，较传统联合站减少一
半以上。 他们除了负责施
工监护 、异常处置 、倒换
流程 、取样等业务 ，还要
每两个小时进行一次关
键设备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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