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24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电网之治
文／本刊记者   王伟

小康
之治

特别策划



2020 / 10  总第142期 / 25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10

2020 / 10  总第142期 / 25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10

电网，不仅是传输电力的强大网络，也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量平台，更是驱动我国硬实力提升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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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承载了

普遍服务重任的电网企业，凭借多年来实施

的村村通电、户户通电、新农村建设、小康

示范县等一系列工程建设，用全心全意的服

务，助力小康社会从期冀、蓝图一步步变成

了现实。

深度贫困地区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脱贫攻坚离不开大电网。

当时间的车轮转到21世纪，“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成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

重、坚中之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大山深处的“脱贫梦”，一个个被电力

“点亮”。解决深度贫困地区供电“最后一公

里”问题，体现了电网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在青海，有着“黄河源头第一县”之称的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

米。千百年来，这里的村民们过的是照明靠酥油

灯、做饭取暖靠牛粪的游牧生活，大多数人家的

“电器”就是手电筒。2016年9月，国家电网公

司果洛联网工程顺利竣工，玛多县终于接入稳

定、可靠的大网电。这不仅打破了高原苦寒之地

世代无法用电的困境，而且让长居于此的牧民们

用上了洗衣机、电冰箱和电气化灶具，并通过电

视机、手机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

在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的电网建设工程

项目总投资为99.58亿元，约占全国“三区三

州”电网建设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一，共214个

子项目，包括33个扶贫易地搬迁点、901个极

高海拔搬迁点、624个边境小康村、255个抵边

村及其他各级电网建设和电源接入电网工程建

设，惠及西藏深度贫困地区23万户67.2万人。

2020年6月30日，随着四川阿坝夹壁—马

塘110千伏线路工程带电投运、云南红河州河

“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是脱贫攻

坚的“重中之重、

坚中之坚”“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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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县35千伏支线线路完善工程顺利投产，我国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任务全面

完成。

据报道，2018～2020年，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经营区域内“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电网建设累计投资304亿元，共建成工程7957

项。从2018年起，南方电网公司3年来累计投

入17亿元，重点推进“三区三州”、抵边村寨

农网改造建设。

来自国家电网公司的数据显示，工程惠

及四川、甘肃、青海、新疆、西藏5省（自治

区）198个贫困县，443万户1777万居民自此

用上了安全可靠稳定的大网电，显著改善了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增强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

供了坚强电力保障。2020年上半年，国家电

网公司经营区域内“三区三州”地区全社会

用电量超过320亿千瓦时，较2017年同期增长

30%以上。

在解决了深度贫困地区供电“最后一公

里”问题后，如何让农村地区从“用上电”到

“用好电”，增强发展动力，成为电网企业需

要直面的问题。

2017年，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小康用

电示范县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提出到

2018年年底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基本建成

小康用电示范县100个，范围覆盖23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2018年12月12日，国家电网公司全面完

成74个小康用电示范县建设任务，有力地服

务了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公共服务均等

化，促进了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为新一轮农

网改造升级树立了样板和标杆。2018年，这

些示范县平均全社会用电量1386亿千瓦时，

较2017年提高6.3%；平均最大负荷为63万千

瓦，较2017年提高9.5%；家用电器拥有率较

2017年提高10.11%；人均GDP较2017年增长

0.37万元。

如今，在电网这个脱贫攻坚的强力“助

推剂”下，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实现了从“用上

电”向“用好电”的转变，农网供电可靠率达

99%，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相关

工程建设有效促进了“以电代柴、以电代煤”

政策落地，为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奠定

了坚实的电力基础。分布式电源接纳能力再提

升，满足了农村地区小风电、小光伏、生物质

能发电等分布式能源发展入网需求，为推动社

会能源结构转型贡献了力量。

获得电力省时省钱省心
全面小康更需要好电网。

神州大地的“小康梦”，一个个被“引

燃”。电网企业用优质服务助力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塑造，功不可没。

9月18日，“中国政府网”官方微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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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办低压用电的注意！有最新好消息”的

新闻引发热议。就在此前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明确提出，为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

平，全面推广居民和小微企业低压用电报装

“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会议要求，到

2022年年底前，实现居民和低压用户用电报

装“三零”服务全覆盖，其中非居民用户办电

时间减至15个工作日内。未来三年，累计可为

小微企业节省投资约1300亿元。

国家电网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

会议关于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的部署要

求，第一时间研究、出台9项举措，三年将累

计为经营区内企业节省投资超1000亿元。

2018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始终坚持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将持续提升

“获得电力”服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率先在北京、

上海开展低压小微企业零上门、零审批、零投

资“三零”办电服务，世界银行“获得电力”

指标排名由第98位跃升至第12位，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认为，电网企业此

次出台的举措不仅全面系统，而且针对性强，

涵盖了供电服务的9个方面，包括办电方面的

省时、省钱、省心，服务方面的便捷、透明、

温馨，用电方面的可靠、经济、安全。这些措

施对于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我国产业链竞

争力的提升、改善电力营商环境以及促进能源

革命目标的实现等具有重大的意义，体现了

“大国重器”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一站式”服务 让“数据跑路”

代替“群众跑腿”已经成为常态，用户电力获

得感持续提升。在业内人士看来，电网企业通

过办电做减法、服务做加法、供电服务的“最

后一米”变成了“零距离”,这样的贴心服务

为小微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今年新冠肺

到2022年年底

前，实现居民和低

压用户用电报装

“三零”服务全覆

盖，其中非居民用

户办电时间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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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期间,电网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确保国家政策红利足额及时传导到终端

用户,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国民经济稳步回升。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来看，1～8月，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实现了年内的首次

转正。其中，8月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工业机器人增长达到32.5%，智能手

表、平衡车、服务机器人等新兴产品增速均在

70%以上。

电力大数据显示，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

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引领

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主体迅猛增长。比

如，江苏7月负荷增长较快的产业是教育、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从杭州的数据来看，移动

办公、在线教育、新零售电商等线上业务增

长较快，上半年数据中心用电量为5.8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6.46%。今年8月，浙江省信息

中国特高压工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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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超过7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22.58%。

科技实力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民族复兴也需要强电网。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电网企业技术实力不

断提升，从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到能源互联网，

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每一次生产力的飞

跃、科技的进步都与能源息息相关。电能作为

优质高效的二次能源，已被公认为未来能源的

核心、社会发展的基石、经济增长的动力。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支撑国民经济发展、提

升产业链竞争力，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成为电网孜孜以求的目标。

近年来，结合我国国情，电网企业瞄准

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技术、智能配电技术和能

源互联网技术等领域深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绩。

在输电技术层面，“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

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特高压±80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先后获得2013年度、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基于

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高压技术创新，我

国正在建设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配置能力

最强的特高压交直流混合电网，为保障能源

安全、推动清洁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

我国已建成特高压电网10交14直，在建特高

压电网4交4直，建成世界最高电压等级的输

电电路，电压等级达到1100千伏。如此规模

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正在逐步满足清洁能源大

规模接入、输送和消纳需要，根本解决弃水、

弃风、弃光和“窝电”等问题，更好地支撑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据预测，到2025

年跨区跨省输电规模将达到3.6亿千瓦。

在智能配电和能源互联网技术层面，电网

企业致力于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

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通信技

术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更好地适应清洁能

源开发和电能替代需要。

在一份由日本经济新闻统计汇总的AI专

利申请50强企业榜单上，2016～2018年公开

专利申请数据中，来自中国的企业共计19家，

来自美国的企业共计12家，中国首次实现了对

美国的超越。其中，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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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而在此前的2013～2015年的榜单中，国

家电网公司排名第三，被称为AI领域隐藏的

大BOSS。

据了解，国家电网公司在AI方面的专利

主要分布在电网控制、配电用网、智能配电变

压器、新能源、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真实应用场

景。比如在一些高危作业场景，可以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逐步完成对人类的替代，既保证了安

全作业，也大幅提升了效率；又比如当遇到自

然灾害和恶劣环境，可以利用巡检机器人对电

网设备进行动态检测，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

到防患于未然。

在能源互联网技术层面，电网企业已经瞄

准最前沿发力。仅以目前最为火热的区块链技

术为例，国家电网公司6月15日举行“数字新

基建”重点建设任务发布会暨云签约仪式，面

向社会各界发布 “数字新基建”十大重点建

设任务 ，其中将能源区块链应用作为重点任

务：建设能源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能源

电力上下游各市场主体互信能力，支撑跨行业

多层级数据协同，推动线上产业链金融等典型

应用，面向政府、金融机构和产业链上下游，

形成能源区块链产业新格局，年内建成“一主

两侧”国网链，探索12类试点应用。

最新的消息是，在9月15日举行的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国网区块链科技公司发

布秒溯源区块链智能一体机，这是我国首台针

对新能源消纳的区块链智能装置。除此之外，

国网区块链科技公司还发布了“区块链电子合

同”等一系列数字化产品。

在日本经济新闻

统计的AI专利申

请50强企业榜单

上，2016～2018

年公开专利申请

数据中，中国国

家电网公司位列

第六，在此前的

2013～2015年的

榜单中，国家电网

公司排名第三，被

称为AI领域隐藏

的大BO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