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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电器逾60万台，新增功率50

万千瓦，送出电费红包60万元，电力

积分1613万分……

这只是自2019年9月至今，国网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国网电商公司）

e享家平台在江苏省的一部分推广成

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可能不会想

到买家电还可以获赠电力积分，用于缴

纳电费或抵扣购物金额。

这表明，“新基建”与传统的“铁

公基”不同，离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跨界能源新零售，只是起点
“新基建”自诞生伊始，就承载

着“稳增长”和“促创新”的双重任

务，同时还要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国网电商公司以能源电商新零售为踏

板，已经成为“新基建”的先行者。

据国网电商公司（国网金融科技

集团）新零售事业部负责人洪福斌介

绍，e享家APP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移动

购物软件，也是国网电商公司建设运营

的能源电商“新零售”平台。平台专注

于推广高端智能物联家电产品，助力居

民打造定制智慧家庭生活场景。截至5

月21日，e享家已在全国24个省建立了

线上家电新零售专区，5月底已实现业

务全国范围覆盖。

目前，国网电商公司与国网江苏

电力在南京、无锡、泰州、徐州等地区

80个供电营业厅共同推进新零售业务

专区改造和覆盖工作。5月23日，《经

济参考报》在对此进行的专门报道中

称，南京雨花供电营业厅作为首批进行

改造的营业厅之一，在完成改造的短短

几个月之后，营业厅个人用电业务明显

增加，“2020年营业厅月均用电业务

增长量超过30%”。

6月底，e享家2.0版本即将上线。

届时，智慧供应、智能交易功能上线，

智能家居、负荷调控方面能够实现统一

监测与控制等基础核心功能。未来还将

跨界新零售、开发新能源云……国网电商公司躬身入局工业互联

网，战略已定、架构初成、战意正酣，正如奔涌在“新基建”大河

中的后浪，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电商平台 ：奔涌的“后浪”
文／本刊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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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开展e享家升级迭代和定制生产板

块的设计开发工作，并深化智能家居、

负荷调控的推广应用。

在定制生产方面，目前，由国网电

商公司联合奥克斯定制生产的HPLC版

本空调已进入小批量生产状态，可跟随

订单需求进行生产。联合美的定制生产

的家电已在测试阶段，预计7月可交付

样机。“智能物联交互展示系统”已进

入测试环境，计划6月底可对外展示。

在智能交易方面，国网电商公司开

发的智能交易依托e享家交易平台，包含

e享家APP、运营管理中心、商户中心三

部分，对供需及管理多方全面覆盖。

在 “ 智 能 家 居 、 负 荷 调 控 ” 方

面，国网电商公司将e享家平台融入

“智能家居实时用能共享”的功能，多

品牌接入，赋能传统家电企业智能化升

级。丰富的平台场景模式，用户可实现

家庭电器用电实时监控，以“e享家平

台前端+EnergyDNA（展示监测数据

的平台）+用户终端设备”形式为客户

提供全方面服务。

总体看来，e享家的优势在于，以

“线上+线下+数据系统”为手段整合

了强大的优质供应链资源，为消费者构

建了多需求场景下的智慧化家居产品体

系，更以货源充足、上架及时、配送迅

新零售只是国网电商公司跨

界“新基建”的起点，他们

的眼光已经瞄准了工业互联

网的未来。

浙江芯能科技公司管理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多达200兆瓦，分布在浙江、江苏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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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客服到位的品牌优势赢得了消费者

的好评与信赖。

通过新零售模式，e享家有效延伸

了网上国网主营业务，从单一电力服务

平台升级为涵盖电力服务、智慧用能服

务、金融服务等的综合民生服务平台，

通过电网与智慧家电连接互动，将万千

家庭连为一体，极力提升人民生活质

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平台结合防

疫形势上线专题活动，紧急拓展经营口

罩等健康防护类物资，累计上线单品

2.45万件，助力防控防疫、复工复产，

充分体现电力企业的企业责任和社会担

当，也体现了工业互联网强大的平台组

织能力和责任担当。

新 零 售 只 是 国 网 电 商 公 司 跨 界

“新基建”的起点，他们的眼光已经瞄

准了工业互联网的未来。

站上新能源云赛道，跑出加速度
初春时节，湖北巴东迎来了一场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缕缕白雾给远处的

山峦披上了洁白的面纱。

宋家梁子村背后的山岗上，有一

座光伏扶贫电站，工程师葛乐矣打开逆

变器底部的外壳，接上一根红黑双绞通

信线。50米外，他的同事专注地看着

信号示波器，旁边有一个白色的小盒

子，红绿信号灯闪烁着。

“ 信 号 正 常 ” “ 串 口 协 议 解

析成功”“工业互联网平台收到数

据”“平台数据可视化正常”……大

家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经过100多个日

夜的拼搏，国网电商公司研制的能源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品——“国网新能

源云”与“边缘计算采集终端”之间

的数据链路终于打通，这标志着国内

首创的“云-管-边-场-端”协同的

光伏电站智能运维新模式正式投入运

营。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七大

领域之一，不仅可以提供智能制造基

础，助力企业实现C2M定制化生产，

实现客户需求与工厂制造的无缝对接，

而且可以提供网络化和数字化基础，将

相关信息通过网络采集并进行分析，用

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国

网新能源云”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代

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信息化技术专

家，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周建其总工程师

说：“新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能

源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

‘三网融合’，实现了工业企业的业务

流、制造过程的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三

流合一’。”

以 前 ， 光 伏 电 站 运 维 企 业 的 痛

点是电站故障原因查找、电站维修和

电费结算。国网新能源云提供了新能

源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并网报装、

运行监控、电费补贴结算、智能运

维、数据分析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同时，通过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

流、人才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为

中小企业解决了运维痛点，实现了

“雪中送炭”。

以浙江芯能科技公司为例，该公

司管理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达200兆

瓦，分布在浙江、江苏多地，该公司业

务总监陈仲国介绍说：“国网电商公司

的新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后，仅嘉

兴地区的运维和结算业务，就帮我们省

了14万元，真是办了一件好事！”

如今，国网新能源云先后获得了

国家优秀工业互联网奖、国家优秀工业

APP奖。截至2020年3月，国网新能源

云共接入新能源电站73.93万座、装机

容量为23302.68万千瓦，入驻企业161

家，累计交易规模为173亿元。疫情期

间，国网新能源云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2020年2月，国网新能源云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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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新能源云通过能源路由器、边缘计算采
集终端实现源、网、荷、储各环节设备、系
统和数据广泛互链，提供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新能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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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能源工业云网，探索新模式
“新基建”是发力于科技端的基

础设施建设，代表着前沿技术和项目，

也代表着不确定性，对于未来的商业模

式，国网电商公司（国网金融科技集

团）总经理闫华锋认为，在激发经济内

生动力的过程中，“新基建”项目商业

模式应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适应市场发

展规律，同时要在提升企业治理现代化

水平、服务民生方面体现新作为。

在他看来，商业模式是“新基建”

及其平台的生存根本，“‘新基建’的

真正内涵是由新基础设施主体开辟的新

领域、新业务、新模式、新经济，政府

可宏观把控‘新基建’的发展趋势和建

设方向，致力于减少‘新基建’所面临

的政策、宏观环境、市场等方面的不确

定性，保护创新主体的权益”。

比如，国网电商公司精准判断新

零售发展趋势，依托e享家创新OAO

（OnlineAndOffline）模式，走在了

行业前沿，目前已实现线下（实体店）

和线上（网店）有机融合的一体化“双

店”经营，既可将线上消费者引导至线

下实体店消费，也可将线下实体店的消

费者吸引至线上消费，从而实现线上线

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相互增值、线上线下立体互动，是实

体商业第四代交易模式的代表。

再比如，国网新能源云通过电站规

划、建设、运维各个环节与电网、用户

侧形成联动，充分挖掘国家电网大数据

资源、以及技术优势，全面推动新能源

免费提供故障诊断、健康管理、智能运

维等工业解决方案，减少光伏技术人员

的流动，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国网电商公司所属国网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祥颖看来，能源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打造智能制造、智

慧交易、智能运维的能源互联网生态。

作为典型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国网新能

源云将致力于成为新能源数字经济平

台、新能源大数据共享服务中心、新能

源智慧运维服务中心和新能源全链条金

融服务平台。国网新能源云未来五年

的计划已经明确：2020年，面向全社

会提供服务，全面构建统一两级运营

体系，拟接入新能源电站160万座，入

驻企业5000家，交易规模800亿。2021

年，建成国内一流新能源云，引领新能

源产业发展。2022年，初步建成新能

源数字经济平台。2025年，基本建成

新能源数字经济平台，接入新能源电站

超350万座，入驻优质企业15000家，

带动全产业链上下游近百万家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盈利模式涵盖电站

规划、设计、运维等智能、数据服务。

为贯彻国家电网公司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

战略目标，结合“新基建”的内容，

国网电商公司正在全力打造“数字新

基建”六大综合体，全力支持和服务

国家电网公司“数字新基建”战略。

国网电商公司应用物联接入、5G、标

识解析、边缘计算、能源大数据、AI

等技术，正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能源

工业互联网平台——能源工业云网，

构建“1+4+N”架构。1个平台，即依

托电工装备工业云网基础，打造能源

工业云网统一平台。4个业务领域，即

新能源、新零售、新能效、新产业4个

方向。N个应用，即订单拉动供应链协

同、智能家居负荷调控、源网荷储协同

服务等39个核心应用场景落地推进。

预计今年6月底，能源工业云网试点及

核心功能落地，年底将实现首期应用场

景全面应用，2021年开展深化应用。

此外，国网电商公司在能源区块

链、工业互联网、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均有

创新成果可纳入“新基建”项目范畴，尤

其在能源区块链建设方面，牵头建设的国

内最大公司级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国

网链，采用了“一主两侧多从”的技术架

构，能够最大限度承载数据流、信息流庞

大的电力新兴业务，最大范围优化国网公

司系统运营，同时跨链交互的实现可满足

与政府链、互联网链的交互需求。国网链

目前已完成主链部署，各省公司从链部署

工作有序推进。

基于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自动装配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