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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电力领域，基础设施的融合

怎么干？我们先来看这三个案例。

在山西阳煤新元煤矿，地面工作人

员正通过全国首个5G煤矿井下专网，

密切监测着地下几十米处的动向。如需

要，他可以随时与井下工人进行高清音

视频通话，并对设备实施远程控制。

在江苏南京一条输电线路附近，多

旋翼无人机正通过三维激光雷达，不断

对这条500千伏输电线路进行激光全息

扫描。扫描生成的物理数据，将汇集并

形成全息电网。全息电网除了能对运行

全流程实现智能管控，也可以提升巡检

效率和精度，降低运维成本。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一位车主把电

动汽车充电插头插上充电桩，然后“指

挥”电动汽车向电网放电。借助这种不

久前推出的新型车网互动充电桩，电动

汽车可以根据电网需求参与实时调控和

辅助调峰，车主也能借助峰谷电价差获

得卖电收入。

按照今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对“新

基建”三大领域的解读，上面案例中提

到的智慧矿山、全息电网和车网互动充

电桩，就是典型的“融合基础设施”。

当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已经在发电、输电和用电环节

落地。但在“后疫情时代”，全社会面

临发展动能降低、需求减弱的难题。如

果仅延续此前的做法，利用信息基础设

施技术融合改造传统电力产业，不足以

完美解决上述难题。

因此，深层次融合是必须的。就

像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马化腾所说：“未来，‘新基

建’与传统基建必然会深度融合，界限

逐渐模糊，共同服务于经济的长远健康

发展。”

寻找好模式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

副主任王一鸣所说：“‘新基建’不能

照搬以往‘铁公基’的建设模式，由地

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

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

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融合基础设施 ：怎么融   谁来合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融合基础设施”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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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能集团原董

事长曹培玺就建议，应推动国内能源供

应品种的多元化，构建协调发展的能源

供应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

中民认为，之所以要发展综合能源，关

键原因在于“效率”。因为“孤立的能

源分系统整体效率不高，‘九龙治水’

已不能适应发展需求。因此，要通过能

源技术创新‘合并同类项’，驱动相对

独立的各能源体系融合发展。”

要实现他所说的“合并同类项”，

就要先形成能融合各类能源的新型基础

方政府直接投资，甚至举债建设，而是

要进一步吸纳市场主体参与。”

那么，怎么融，谁来合，才能把电

力基础设施做深、做好？

有用才融
对于深度融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

观点：融合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起来，

而是要能用起来。

近年，电力行业的发展方向之一是

“跨界”，即从单一电力生产，逐步走

向综合能源供应。在今年全国“两会”

上，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与“综合能源供

应”相关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

设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徐晓兰曾表示：“目前我

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无法形成合力……应该统筹开展数

字基建体系化协同布局，避免孤立零散

式发展，形成数字基建‘组合拳’。”

对于电力行业而言，综合各类能源

的基础设施就是类似徐晓兰提到的“组

合拳”，它不可或缺。

当前，各类技术的融合，已经让电

力行业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得到提升。

但信息基础设施的先进技术手段再多，

也只是融合的工具。而融合的最终目的

5月12日，南京溧水，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正在扫描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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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应用和市场出现，进而激发整个

电力行业的内生动力。

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电力行

业的纵向技术升级，还需要对升级后的

各类能源进行横向融合、深度融合，以

加大“组合拳”的威力。

除了在生产端推进能源综合利用，

在应用端，电力基础设施的作用在近年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表现突出，充电桩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项目。

本次全国“两会”上，充电桩再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代

表委员的讨论热点。除了继续增加数

量、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充电成本

外，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一个往年较

少关注的建议：要尽快提升充电桩的

运营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兆安建议，提升充电

设施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加强大功率

充电设施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

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也表示，充电效

率的低下导致了公共桩建设的运营方普

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充电桩也应当

像建设加油站一样，开展统一的规划和

布局，真正实现充电效率的提高，从而

确保充电的安全性。

表面上看，两份建议是在说充电

桩应该“怎么布”，但建议其实指向另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电力基础设施应该

“怎么融”。

提升基础设施的效率，首先要确保

在使用频率最高、应用需求最迫切的地

方优先布局，在最有需求的地方加大布

局，进而实现电力融合基础设施效果最

优，在本轮经济刺激中发挥最大效能。

提升融合基础设施效率的另一个

手段是定制化，即针对不同地区，采

取定制化方案，精准地寻找到目标市

场。

中电联标准化管理中心主任刘永东

曾建议，在“新基建”的热潮下，充电服

务网络体系要更加立体化，不仅要满足一

般乘用车的充电，还要满足包括农用车、

公交、物流、港口和矿区专用车等不同的

充电需求，让充电服务更有针对性。

 多方来合
众所周知，传统电力基建项目的特

点是投资大、链条长。融入信息化、数

字化等元素的融合基础设施项目，势必

产生更大的成本。

从“新基建”正式提出以来，各方

对其投资模式的讨论始终未停。上海发

展战略研究所经济部助理研究员潘斌认

为，有三类模式讨论得最多：

第一种模式仍是以财政资金为主。

他认为，可以通过压减政府用来维持自

身运转的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

为基建投资提供更充沛的资金。

第二种模式是依靠地方债。近期，

不少省份纷纷将“新基建”列入专项债

投资清单，债务规模大幅扩容。有统计

显示，2020年地方专项债规模预计达到

3.5万亿。

第三种模式支持者较多，也被认为

是最适合电力基础设施的模式。这种模

式由政府主导，依靠国有资本和民营企

业多方参与，推进项目与产业化结合，

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等形式实现投资。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就以“充

电桩”举例表示，“新基建”有个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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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能源电力国企和民企布局“新基建”情况

2020年安排27亿

元 投 资 充 电 设 施

建设，新增充电桩

7.8万个，特高压

工程全面开工，预

计 全 年 特 高 压 建

设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1811亿元，可带

动社会投资3600

亿元。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

融 入 电 网 ， 将 重

点推广图像智能识

别、无人机自动巡

检、电缆隧道机器

人巡检、光纤振动

在线监测等成熟技

术。

成立“物联网智能

设备智慧电厂联合

创新实验室”，共

同推进物联网、智

能产品与“智慧电

厂”深度融合，联

手推进物联网智能

设备“智慧电厂”

建设。

在部分地区打造智

能工厂，可以让工

厂总体生产效率将

提高42.48%，减

少当前的人力资源

成本32%，能耗减

低8%。

加强智能制造技术

研究及应用，以智

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推动生产环节技术

变革和优化升级。

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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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等方式，吸引市场资本进入。

能源电力国企则需要发挥“国家

队”的作用，发挥经验优势和体量优势。

国 资 委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胡 迟 指

出，国企无论是在体量上还是资本上

都实力雄厚，因此要充分发挥国企的

带动作用。在具体项目操作层面，可

借鉴国企混改中的成功经验，推进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

革，优化经济体制，提高资本运营的

活力和效率，明确投资责权，避免造

成投资浪费。

民企作为新的参与者，则可以发挥

技术、团队、产品方面的优势，实现项

目的深度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会

主席傅军希望给予民企更多激励机制，

他建议应探索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机

制、经营管理机制、投资回报机制等，

以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的

的特点，与公路、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不同，那就是其投资主要是市场化

投资。我们要建设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

施，现在新能源车市场内外资都有，这

个设施的普及会给很多外资新能源汽车

企业带来机遇。

充电设施的市场化投资模式，未

来还将出现在对智能电网、能源大数

据、综合能源平台等智慧能源基础设

施的投资中。届时，政府、电力央企

和民企三方都需要参与其中，发挥各

自优势，让投资精准到位，推动融合

切实落地。

这其中，政府应该发挥引领的作

用，激发电力国企和民企的投资热情，

保证电力项目的可持续性。

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在其报

告中强调，（政府）需要做好项目储备

和前期准备工作，按照“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

积极性。

除了机制保障，他还建议通过电力

直供、土地灵活使用等方式优化电力、

土地等资源供给，加强“新基建”配套

服务保障体系。

在今年全国“两会”落幕当天，

成都高新区举行了“新基建”项目发布

会。在首批发布的34个项目中，政府采

购类项目5个、国有平台公司建设类项

目9个、政企合作投资类项目10个、社

会投资类项目10个。其中，财政投资26

亿余元，撬动社会投资超过147亿元。

这正是“政府主导、市场主体、

商业化逻辑”模式的应用，在传统基

建时代，这种模式在电力基础设施领

域相对较少，在未来一段时间，这种

模式将随着更多电力融合基础建设的

落地而增加，激发传统行业发挥出更

大的效能和作用，实现技术带动产业

变革的目标。

打造远程运维服务

新模式，对现役机

组提供升级改造、

运行、维护检修技

术、备品备件销售

等全寿命周期的服

务。

聚焦充电基础设施

核心模块，开发高

效节能、环保低噪

音技术。

围绕公司煤矿智慧

矿山平台建设，发

挥矿山物联网、智

能联动、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等技术优

势，加速矿山智能

化建设。

旗下新能源公司将

依 托 主 营 业 务 优

势，提供全套软件

产品和数据服务方

案，打造清洁能源

数据服务商。

建立“石化运力智

能推荐平台”，汇

聚全国90%的危化

品车队，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根据货主需求

精准推荐危化品运

力。

大幅加快充电网的

投资布局，拓展住

宅小区、园区有序

充电项目。

利用公司布局在长

三角、珠三角等周

边清洁能源电厂的

热电冷等资源，布

局数据中心项目。

计划再投资10亿进

行全国充电网络的

建设。

民企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