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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小 康 天津

国网天津电力紧盯市场开拓这一主线，秉承“精准普查、数字营

销、案例引导、效益优先”的原则，深入推进清洁取暖，加强充电

网络建设，全面布局综合能源业务，持续推动电能替代常态化管

理，为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五个现代化”天津建

设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电能绿满园
文／唐瑛媚   赵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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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能作为

一种清洁能源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实

施电能替代对于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

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促进能源清洁

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8月24日，国网天津东丽供电公司

运维人员对汇智俊园的8个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进行全面“体检”，确保充电

桩配电系统接地良好，同时对箱式变

压器外观是否完好进行了全面检查。

这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

“国网天津电力”）积极推进电能替

代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国网天津电力紧盯市

场开拓这一主线，秉承“精准普查、

数字营销、案例引导、效益优先”的原

则，深入推进清洁取暖，加强充电网络

建设，全面布局综合能源业务，持续推

动电能替代常态化管理，不断拓展电能

替代的深度和广度，为助力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五个现代化”天

津建设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清洁取暖  助力绿色城市新发展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是天津市绘

就城市蓝图遵循的方向。为助力天津绿

色城市建设，国网天津电力加快“煤改

电”步伐，去年11月，天津地区“煤

改电”建设工程全部竣工，提前一年完

成清洁取暖“煤改电”电网配套建设改

造任务。

据了解，国网天津电力自2015年

推进“煤改电”建设工作以来，5年

间共惠及47.19万户居民，其中集中式

7.21万户、分散式39.98万户。从主电

网到配电网，国网天津电力加强电网配

套建设，各线路供电能力大大增强，电

网结构明显改善。仅2019年，国网天

津电力新建“煤改电”配套电网基建工

程51项，新增变电容量803万千伏安，

新增线路长度800千米。2019~2020年

采暖季期间，天津地区“煤改电”用

户总用电量17.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0.04%；户均用电量3797千瓦时，同

比增长13.68%。相当于减少散煤燃烧

7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8万吨。

为 了 进 一 步 降 低 用 户 的 用 电 成

本，国网天津电力积极响应天津市政府

号召，在原有“打包交易”机制的基础

上，充分应用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典型

电能替代负荷“打包交易”精准计量及

控制装置建设，通过实时用能管控和阶

段用能分析，对用户的用能情况进行精

益化管理，进一步降低用能成本。

2020年7月7日，43套能够实时监

测负荷运行情况的随器计量装置在天

津市武清区成功投入运行。该装置的

安装，打通了能源感知的“最后一公

里”，不仅为政府实施电能替代专项补

贴、电价优惠等政策提供更为精确的计

量服务，还能有效提升用户的综合能效

水平，使用户用电更实惠、更智能。

2020年以来，国网天津电力针

对工商业用户时间规律性强、负荷成

分单一、负荷量稳定等特点，在武清

区域内选取了36个典型电能替代用户

2019~2020年采暖季期间，

天津地区“煤改电”用户总

用电量17.92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30.04%；户均用电

量3797千瓦时，同比增长

13.68%。相当于减少散煤

燃烧7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7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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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共建筑用户32个，居民用户

4个），部署随器计量装置43套，通

过智慧能源控制器进行远程通信和控

制，实现对末端应用情景的全面感知

和运行状态调优。同时，在满足舒适

度的情况下，实现电能替代设备的最

低能耗运行，并根据即时电价政策，

选取合适的可调负荷控制策略，与电

网进行友好互动。据统计，试运行期

间，电能替代设备平均用电负荷降低

了12.8%，日用电量降低了4.3%。

绿色出行  打造低碳环保新生活
近 年 来 ， 电 动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迅

速。随着公交、出租、私家车等领域电

动汽车数量日趋增长，绿色出行已成为

不少人的首选。为此，国网天津电力加

强充电网络建设，全力服务城市环境改

善和市民绿色出行。

位于天津市西南部的张家窝镇，

一辆辆来回行驶的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形

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7月25日，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三客

运有限公司员工赵迎春对前来走访并检

查充电设施安全的供电公司员工赞不绝

口。据他介绍，按照每年每辆新能源公

交车平均运行里程4.4万千米计算，与

燃油汽车相比，仅张家窝公交充电站，

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24吨。

张家窝镇下辖16个自然村，国网

天津电力按照新能源公交车“村村通”

要求，精准制定施工方案，仅用一个月

时间就完成了该充电站所有电力配套工

程建设，并成功送电。

国网天津电动汽车公司工作人员在天津北辰
区公交新能源基地对电动公交汽车进行充电
维护（图1）。李津 / 摄
国网天津检修公司工作人员对天津主网设备
积极开展检修试验作业，确保安全可靠供
电，全面助力复工复产（图2）。李津 / 摄
国网天津静海公司工作人员为天津市楚留香
新质料有限公司提供现场服务（图3）。
郝帅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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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窝公交专用充电站设有14个

充电桩，可为40多辆新能源公交车提

供充电服务，其中有两路新能源公交车

通往西青农村地区。该公交充电站与西

青区云锦世家等十几个公交充电站站点

形成了新能源公交充电网络，共有250

多个充电桩可提供充电服务。

此外，国网天津电力积极抢抓政

策机遇，主动对接市发改委、市交通运

输委等政府部门，不断优化市场拓展策

略，努力争取更多政策支持；推动市政

府出台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配套政策，将村村通公交、充电桩建

设运营等纳入政府规划统筹推进实施。

同时，国网天津电力与天津市公共交通

集团签订《充换电服务全面合作意向

书》，深化双方在新能源公交车充换电

服务领域合作，确保公交专用车市场的

主体地位。

目前，天津市累计建成公交充电

站110座、村村通客运站20座，为全

市近3500辆新能源公交车提供充电服

务。今年，国网天津电力计划新建各

类公交充电站40座、村村通客运充电

站18座，并在100个小区建设800台居

民充电桩，建成覆盖全市的新能源公

交车充电网络，打造“京津冀相邻城

市1.5小时交通圈”，充分满足新能源

电动车用电需求，进一步巩固蓝天保

卫战成果。

综合用能  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
随着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不断推

进，综合能源服务成为受人关注的新业

态。以业扩报装与综合能源业务的深度

融合，强化传统营销业务对电能替代业

务的支撑，全面布局综合能源服务，提

高市场占有率，积极构建智慧能源云平

台，推动形成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圈，

是国网天津电力积极推广电能替代的努

力方向。

“‘业扩报装+综合能源’方案不

仅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用电需求，完成

增容，还让我们了解和尝试综合能源

的利用与开发。在节约企业用能成本

的基础上，优化了办公环境，提升了

工作效率。”面对国网天津电力提供

的“个性化”用能定制方案，天津市

楚留香新质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京

感慨地说。

5月25日，国网天津电力下属国网

天津静海公司、国网（天津）综合能源

公司与天津市楚留香新质料有限公司签

署《“业扩报装+综合能源”一体化服

务互助协议》。这是供电传统业务业扩

报装与新型综合能源业务首次在天津地

区有机结合并应用于生产制造行业。

在国网天津电力为其量身打造的

光伏发电方案中，利用13个厂房房顶

安装光伏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既能

解决厂内光照强度大、温度过高的问

题，又能帮助企业节约用电成本。经测

算，按25年经济寿命期计算，年平均

发电量约150.18万千瓦时，可节省标煤

约11432.45吨，预计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1547.09吨。

电能替代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

工程。国网天津电力将综合能源业务作

为开拓电能替代市场的抓手，不断扩大

综合能源服务应用领域，坚持“战略+

项目”，先后与天津港、渤化集团、高

教委等集团用户签署战略合作与项目合

作双框架协议，积极抢占16类集团用

户市场，为综合能源业务在天津地区遍

地开花赢得先机。

与此同时，依托“中心+联盟”产

业生态模式，国网天津电力将智慧能

源产业联盟规模扩大至110余家，与中

国能源研究会等四方共建国内首个地

方综合能源专家服务站，打造了综合

能源科技与地方经济创新融合发展的

合作典范。

在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建设方面，

国网天津电力实现了实时监测、智能分

析等9类应用48项功能，推出产品建设

手册与综合能源方案库，创建64类组

合套餐与360个产品模块，构建了以服

务市场为导向的产品体系。

截至目前，国网天津电力综合能

源业务实现储备项目44项，预计合同

额5.16亿元；挖掘潜力项目315项，预

计合同额10.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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