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江苏电力  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国家电网在您身边



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使用最方便、最安全、最广泛的能源

电的平凡与坚守让你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电的创新与品质将为你接通未来的美好生活

电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赖以生存的“第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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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倏然亮起。从那时起，我

们的生活就注定要被它点亮。

电力位居现代能源体系的核心，被誉为过去 1000 年中

最伟大的技术发明。

电的质量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安全生产和

产品质量，关系降低能耗和节能减排，关系设备使用的

安全有效和寿命长短。

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有力支撑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

长，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电力增长的需求。

同时，也造成了一次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气候环境的影响。

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仅能开采 110 年、53 年

和 54 年。你我正在不断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命资源。

电力以光速传输，电力的生产（发电）、输送（供电）

和消费（用电）同步完成。我们作为连接发电企业和用

户的枢纽，保证时刻安全供电。 

电网传输电能的过程同时是保证电能质量的过程，我们

通过调度运行、调节控制、辅助服务等一系列手段保证

电能质量。

清洁替代是在能源开发上，以太阳能、风能、水能等

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供应

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问题，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

电能替代是在能源消费上，以电能替代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直接消费，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推动全社会能源效率提升。

电的产生 电的传输
电的

创造和考验
电的

可持续

走清洁发展道路，实施“两个替代”

实现能源供应的可持续

1 度电在江苏

可以创造 GDP 约 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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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在江苏落地

实现 " 两个替代 " 最大化

能源变革将主要围绕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 可以

特高压引入区外清洁电能

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

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江苏是能源消费大省，一次能源小省，电力供应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江苏的环境承载能力接近饱和，不容许

大规模发展火（煤）电。在当前江苏转型发展的关键

时期，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推动能源供

给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将分别

达到 3.5 亿、2.4 亿、1 亿千瓦，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

江苏拥有近千公里海岸线，具有发展沿海风电的独特优

势；同时，江苏也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近年来光

伏电站发展迅速。通过优化配置和合理消纳省内外资

源，可以满足未来省内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

特高压由 1000 千伏及以上交流和 ±800 千伏及以上直

流输电构成，具有输电容量大、距离远、能耗低、占地

省、经济好的综合优势。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距离

达到 1500 公里，±10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距离达到

5000 公里。各大清洁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之间的距离都

在特高压输送范围之内。

全球能源互联网

大规模、高效率开发利用各类清洁能源

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电力需求

带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战略性产业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

煤炭开发利用、蒸汽机发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

石油开发利用、内燃机和电力发明

第三次工业革命

仍将是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变革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推进能源革命的重大

举措。每一次能源变革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

飞跃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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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端省级泛在智能电网的创新与品质
大受端省级泛在智能电网 + 主动配电网 + 清洁能源

电网安全可靠 系统开放兼容 服务互联互动 电能清洁环保 运营经济高效

建设大受端省级泛在智能电网

最大限度推进外电入苏和省内清洁能源全部消纳，实现清

洁替代最大化。

建设主动配电网

实现高比例分布式能源高效消纳和大规模电动汽车的友

好接入，实现电能替代最大化。

实现源网荷友好互动

赋予大电网在严重故障下的弹性承受和恢复能力。集中

海量可中断负荷，实现精准实时控制，在大电网故障情

况下，对电网和用户的影响降至最低。

赋予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和充电负荷的弹性互动能力。

建设泛在智能主动配电系统，实现对海量柔性微负荷、

电动汽车、分布式可再生电源、储能设施的协调控制。

启动风电场建设，开始对风能的开发利用

启动光伏发电建设，开始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建成投运首座 220 千伏智能变电站，开启智能电网建设

建成投运锦屏 - 苏州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引入四川清洁水电

建成首个智能电网应用示范单元

建设投运首套220千伏统一潮流控制器，

柔性交流输电技术应用成功

江苏电网的创新发展和品质提升，将保障电网“不限电、

少停电、用好电”，让用户用上“省心电、省钱电、绿色电”。

让我们共同迎接清洁、智慧时代的到来。

未来

2006

2009

2010

20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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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背后的
品质转变
数字是衡量质量和体量最好的工具。江苏电网数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

供电质量和企业体量的提升，更是企业努力超越自我，追求供电品质

的体现。电网的数字正散发独特的魅力，向你深刻解读着电的价值创

造。从产品到服务，从注重电网稳定经济到注重社会生态文明，从单

向输出到公共参与，我们将用全新的数字为你做出品质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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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 亿元的电网投资

可以支撑 12.7 亿元的GDP 增长

2020 年人均用电量

比 2010 年翻一番

售电量可以直观反映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政府决

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售电量亿千瓦时

3117

2010

4364

2015

6241

2020

降低城市用户平均停电时间 , 可以

有效提升工商业用户电能使用效

率 , 改善居民用户用电感受。

城市用户
平均停电时间

分钟 / 户 / 年
283

2010

152

2015

92

2020

电网建设规模适度超前于地方

经济发展，有利于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清洁、高

效的能源供应。

电网建设投资

降低农村用户平均停电时间 , 可以

有效提升农村用户电能使用效率 ,

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

农村用户
平均停电时间

520

2010

462

2015

210

2020

分钟 / 户 / 年

通过远距离输电将远方能源基地的

清洁电能引入省内，缓解省内能源

资源紧缺和气候环境变化。

区外来电能力

881

2010

1559

2015

5500

2020

万千瓦

1276

2006
2010

1621

2011
2015

1948

2016
2020

亿元

少停电
户均年停电时间

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不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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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电 省心电

对用户故障实施准确定位，可

以有效缩小故障隔离区域，最

大程度减少影响范围，为现场

抢修争取第一时间。

电费缴纳方式的电子化、多样

化，可以方便用户生活，提高

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效率，减少

公共资源浪费。

用户报修定位准确率 电子化交费率

省外清洁能源引入和省内清洁

能源消纳，可以有效解决省内

能源供应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

境约束问题。

清洁能源占比

%

11.1

2010

18.8

2015

45

2020

%

94.69

2015

100

2020

提高电压合格率，有利于提高

企业产品质量和降低损耗，延

长家用电器使用寿命。

综合电压合格率

99.744

2010

99.917

2015

99.96

2020

%

42

2015

35

2020

分钟

30

2010

65

2015

100

2020

%

清洁能源利用率和

电能质量保持全国领先

用户故障报修处理

更加先进智能

缩短故障修复时间，可以提升停

电用户感知，减少停电现象对工

商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低压配网故障
平均修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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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用电方式可以为用户提供基于大数

据应用的智能互动服务，有助于用户实

时掌握用电信息，降低能源消耗。

倡导能源消费新理念，引导社会主动

选择电能，提高社会电气化水平，促

进能源结构优化，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可以扶持、

推动和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促

进能源结构调整。

为用户提供节能咨询诊断服务，帮助

用户实施节能项目，可以促进社会用

能效率的提升，助力社会节能减排。

智能用电居民户数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省内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推动社会节约电量

万户

0
2010

1
2015

400

2020

%

21.3

2010

24.8

2015

30

2020

460

2010

1149

2015

2300

2020

万千瓦

1800

2010

4040

2015

15000

2020

万千瓦时

第五种能源

绿色电
电能消费比重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全社会能源效率将提高 4 个百分点

省钱电
节约的能源是除石油、煤炭、水能、核能

四种主要能源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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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我们把“责任”铭刻于心，创新确立了“不限电、少停电、

用好电”来检验电网是否优质、可信赖，“省心电、省钱电、绿色电”

来检验电力服务是否满足和超越用户期待。

过去五年，我们率先基本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创造“苏电业绩”，

展现“苏电实力”，树立“苏电标杆”，走出“苏电路径”，谱写“苏

电篇章”，朝着“世界一流电网”、“国际一流企业”的目标努力前行。

五年的锤炼与积淀孕育着下一个五年的精彩。我们做好准备，以江

苏的情怀迎接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到来 ,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影响你我的履责行动
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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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
节约原煤

万吨

1000
输电线路

公里

1000
输送电量超过

亿千瓦时

7700
减排二氧化碳

万吨

江苏用户

8途径 省市

锦屏水电站

首个特高压工程带来远方的清洁水电

领先世界的 UPFC 创造

江苏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对能源消费的旺盛需求，但化石能源消耗所带来的资源

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日益成为我们难以承受之重。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锦屏 - 苏州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于 2012 年建

成投运，是落地江苏的首个特高压工程。特高压工程输送的区外来电，不仅可以保

障江苏的电力供应，有效缓解迎峰度夏期间的用电紧张局面，满足江苏经济发展和

能源结构转型的需求，更加速了江苏能源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开启了江苏绿色能

源消费新格局。

城市负荷的阶段性急速增长容易给电能输送带来间歇性的拥堵，甚至威胁电网安全。我们

创新开发了统一潮流控制技术（UPFC），赋予了电网智能控制电流流向和流量的能力，

领先于世界突破了电源、负荷分布不均衡引发的供电瓶颈，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2015

年 12 月，我们将这一代表世界柔性交流输电最先进水平的 UPFC，顺利加装于南京西环网，

使得城市西部密集用电区域的供电能力提升了 30%，可替代一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占地

359 亩的 220 千伏输电通道。UPFC 工程的建成投运，实现了重大示范工程建设和关键技

术研究上的新突破。

在“淮南－南京－上海”特高压工程江苏段建设中，我们努力寻求电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确保电网建设项目“环

境友好、公众接受、程序合法、监测达标”。我们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监督与管控，不惜增加投资近 20 亿元，绕行 140 千米，

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 20 个生态红线区域。及时修复被破坏的植物、农田，在铁塔上涂示色减少

鸟类误撞。“十二五”期间，电网建设项目环保达标率 100%。

科技创新正引领着江苏电网发展方式的转变。

3495100“十二五”期间，获得国家电网公司、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次，累计拥有专利            件。

01

02

淮 南 - 南 京 - 上 海、 晋 北 -

南京、锡盟 - 泰州等特高压交

直流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带领

江苏电网进入特高压时代。

“十二五”期间，锦屏 -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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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奥保电迎接世界的目光 电力需求响应后的资源节约

在北京奥运会获得无数赞誉后，南京青奥会又一次将世界的目

光引向中国。

作为江苏迄今承办的最高规格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南京青奥

会涉及 96 家重要用户，涉保变电站 96 座、线路 738 条。为

了保障青奥片区 100% 的可靠供电，我们实施了 21 项配套输

变电工程建设和 12 个场馆外部电源加强工程，进行了 40000

余条（座）次线路和用电设备巡检。

当因持续高温或电网故障导致全网或局部区域电力供应不足时，需

要迅速填补用电高峰电力供应缺口。2015 年 8 月，在用电负荷两

度刷新历史记录的紧迫关头，我们在全国率先实施商业化模式的电

力需求侧响应，仅半小时就邀约了 1082 家非工企业空调负荷，通

过柔性负荷控制成功避让用电尖峰。

电力需求响应优先引导非工企业主动参与，并给予价格补贴，以市

场化的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负荷管理由行政式向市场化

的成功转变，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重要突破，有利于促成一种更负

责、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零投诉

零闪动零差错

从南京青奥会到苏州世乒赛，从无

锡世界佛教论坛到南京国家公祭

日，我们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活动

保电任务。优质可靠的电力供应让

越来越多的江苏城市拥有了承办国

家乃至世界级活动的能力。

188.7
万千瓦

300
亿元

12
万吨

相当于减少电网迎峰度夏工程投资约

转移和削减尖峰负荷

节约电网建设材料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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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岸电让轮船靠泊后不再烧油

连云港港口每年靠港船舶达 8000 多艘次，船舶排放出的废气给港口、大气带来了污染，极不利于生态发展。我们与连云

港港口联合船运公司合作，成功利用船舶接用岸电技术对国际客货班轮 ——“中韩之星”号进行“油改电”。作为全国第

一个使用船用岸电系统的港口，连云港港口当年就实现年替代电量 100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430 吨。

继连云港港口使用船用岸电系统之后，船舶接用岸电作为一项可以有效减少港口污染物排放的技术，应用日益广泛。我们

联合用户率先研发国内首套全系列船舶岸电系统，实现“江河湖海”岸电全覆盖，引领全国岸电系统发展。

343建成各类充换电站 座
880服务车辆累计充电 万千瓦时

5800减排二氧化碳约 吨

3366推动建成岸电设施 套

12关停燃煤型自备电厂 家

2671推广电锅炉（窑炉） 台

2225建成分散充电桩 台

750电动公交车行驶里程达 万公里

服务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中的
主动作为

在汽车尾气排放和化石能源过度消耗的阴霾中，电动汽车驶入了人

们的低碳生活。

我们持续加快电动汽车配套充电设施的覆盖，为电动汽车“领跑”

提供动力。我们在京沪、沪蓉、沈海等高速公路投运 70 座服务区

快充站，同时在城市开设电动公交车充换电站，为电动汽车提供经

济、稳定的充换电服务。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初步形成，绿色出行将

更加便捷。

“电能替代”累计完成替代电量

220
亿千瓦时

船舶接岸电技术是指船舶在靠泊期

间停止使用船舶上的发电机，改用

陆地电源供电，从而减少废气排放

量的船舶供电方式。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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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安全 

供电可靠 

服务优质 

装备优良 
网架坚强

智能友好 

经济高效 

一流配电网

“一流配电网”
“光伏村”开启扶贫新模式

输电网决定了城乡是否有电可用，而配电网则影响着千百万

用户的用电体验。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配电网，能让老百

姓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智能互动的服务。

我们在扬州率先启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一流配电网”示

范区建设，通过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带来了城市核心区用

户年均停电不到 5 分钟的世界“一流配电网”成绩。随后在

苏州、无锡创新实施“一流配电网”建设，并同步推进苏北

五市的配电网改造工程，使苏南和苏中、苏北先后驶入“一

流配电网”快车道。

既可以扶贫，又能拓展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我们出资 150 余万

元，实施了连云港青南村屋顶光伏项目的配套并网和外部电源改

造工程。作为全国首个屋顶连片“光伏村”，128 户村民不仅免

费用上了太阳能发电，还能将剩余电量向电网出售。全新的用电

模式使他们从此有了绿色、稳定的收入，实现了由一次性帮扶向

持续性保障的转变。

                                                                                                         

重点片区扶贫开发与落实国家分布式太阳能规划的有机结合，打

造了全新的扶贫模式，示范效应明显。

在全国率先全面消除“低电压”、“卡脖子”现象

年户均停电时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供电质量稳居全国第一

新农村电气化县、镇乡、村比例达到 100% 帮助低收入人口脱贫

66000
人

守护城乡可靠供电

年投入帮扶资金 700 万元，支持响水县农村电网

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村民创办多个标准

化养殖基地，推进规模设施农业发展。

07 08

“光伏村”扶贫开创了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新模式，实现了江苏

“十二五”期间，我们以“精准”扶贫为目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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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获得“华东政务
微信亲民服务奖”

获得“中国企业
新媒体品牌创新奖”

2013  年 8 月31 日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2014 年 2 月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11月

绑定用户数突破
 万100

绑定用户数突破
 万500

微信服务平台上线

“互联网 +”催生多元智能服务

在“互联网 +”时代的生活中，信息的便捷性、准确性和互动性成为人们的

关注点。我们创新服务理念和手段，建立互联网手机 APP、电话、短信、微信、

微博和网站“六位一体”用户服务互动平台，便捷化的体验模式，让服务

触手可及。

        

务为出发点，根据用户在微信平台的行为轨迹，洞悉用户需求，设计更精

准的服务。推出电量电费通知、查询及交纳一体化服务供用户所需，提供

点对点信息推送、“互动有礼”等增值服务先用户所想。

用电信息集采的全新体验

随着智能电表的普及，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代替了以往走街串巷的抄表人员，形成了更为智能化的抄表业务模式。

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能实时对用户用电信息进行采集和分析，实现自动抄表、智能

抄表、电子交费，显著提升营销业务的及时性、准确性和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带给用户全新的用电体验。电

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计量器具，而是坚强智能电网走在用户服务最前端的代表。

582
万

20
种

微信公众号绑定用户数（2015 年 12 月 31 日）

日均点击量 29.6 万次，日均推送信息 6.8 万条

日均电费在线支付超 3000 笔

电费交费方式

全省电子化交费率达 65%

用户满意率保持 99%

智能电表

支持分布

式能源用

户的接入

支持智能

用电用能

服务

满足计量装置

故障处理和

在线监测需求

保障电能表

信息安全储存、

运算和传输

支持智能

需求管理

营业厅
银行

安装用电采集终端         万台

智能电表            万只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智能电表省内全覆盖

164
3632

10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微信服务平台随之孕育而生。我们以智能互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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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
品质的未来
未来五年，我们将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电网、国际一流企业”，全面

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实现“不限电、少停电、用好电”，为

你带来“省心电、省钱电、绿色电”。

未来五年，我们将以创新的姿态，转变电网发展方式和公司发展方式，

让电网“看”得更远，“听”得更多，承载能力更强。

未来五年，我们不仅保障供电质量，更追求供电品质，让你时时、处

处、事事尽享智慧电能。

未来五年，我们以可持续的愿景，与你一同迎接更怡人的环境、更繁

荣的工商业、更美好的城市和更智能的生活。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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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对全球能源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将

推动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为主转变，实现

能源消费高效化、低碳化和清洁化目标。

推动清洁替代

所有船舶在江苏各地港口使用
岸电均可实现刷卡消费

两个替代
让生产生活更加清洁

实现年替代电量

关停燃煤自备
电厂

电动汽车
充电服务能力

推动建成岸电
设施

各类充电设施

推广电锅炉

210

12

202017

6000 3366

座

台

万辆以上

套

亿千瓦时

家

以电代煤 ( 万吨标准煤 )

减排二氧化碳 ( 亿吨 )

减排二氧化硫 ( 亿吨 )

9600

2.4

8

建设 500 千伏大丰输变电工程、500 千伏滨响输变电工

程等风电配套接入项目，开展可靠性接入技术研究，克

服风电接入对电网的扰动，安全实现沿海大规模风电

及时可靠接入。

推动分布式电源发电生产和交易由 B2B 向 C2C

全民发电新模式转变，实现分布式能源发电效率

最大化。将来，家庭光伏系统在为居室供电的

同时，还可以向电网送电，实现即插即用和

余电上网。

2020 年，省内电源中燃煤发电比例逐步

下降，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发

电比例逐步上升，电源结构明显优化。

我们用更好的电与你一起守护江苏

的碧水蓝天。

大力实施“以电代油、以电代煤、电从远方来、来的是清洁电”战略，

拓展电能替代的新领域、新技术和新服务，提升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

中的占比。

建成 1 公里和 3 公里城市快充圈，实现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充电站全覆盖。

建成统一车联网平台，电动汽车可通过车载终端、手机 APP 轻松实现充

电车位查询预约、充电状态远程控制

和充电费用在线支付等功能。

推广岸电系统，统一岸电接口，建成岸电

运营平台。推动岸电国际标准出台和岸电

设备全国普及，实现岸电服务业务全国联网。

逐步关停燃煤自备电厂，以公用电厂高效大机组

发电替代高耗能、高污染的燃煤自备电厂小机组。

促进电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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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
让远方能源近在眼前

锡盟

晋北

枣庄 临沂

陇彬

徐州 连云港

淮南 南京 泰州

苏州

上海

苏南
(已建成)

锦屏

驻马店

建设锡盟 - 泰州、晋北 - 南

京、陇彬 - 徐州等多项特高

压输电工程，形成世界首个

特高压省内环网。建成“六

纵七横”500 千伏骨干网架，

确保特高压来电全额消纳。奔

腾的雅砻江水和蒙古草原的

劲风将转化为清洁电能 , 沿着

“电力的高速公路”源源不断

流入江苏，让你畅享清洁时代

的无限可能。

区外来电接纳

能力达到 5500 万千瓦以上

满足江苏全省

               的用电需求

输电是继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和管道运输之后的“第

六种运输方式”，而特高压输电具有输送容量大、距离远、

效率高等特点，被喻为电力输送的“高速公路”。

40%

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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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故障位置

停电
信息推送

远程
指挥抢修

复电
信息推送

故障
原因研判

抢修
进程直播

配网升级
让城乡用电更加优质

全覆盖
配电自动化趋于国际水平 建设现代化农村低压电网

抢修服务更加智能透明

建设主动配电系统综合示范工程，核心片区供电可靠性达

国际水平。加强配网基础建设和配网自动化建设，构建主

动配电网管理平台，满足分布式电源接入需求。2020 年，

配网供电可靠性将达 99.986%，居民户均容量达 5 千伏

安 / 户，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 100%。

针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性，充分考虑各区域对供电

质量、可靠性要求的差异，积极适应及适度超前经济社会

发展，建成具有较强负荷转移能力和适应性的现代农村

电 网， 服 务 农 村 分 布 式 能 源 发 展。 农 网 结 构 更 加 完

善、 电力保障能力更强、智能化水平更高、城乡服务趋

于均等，农村生产、生活等各类用电需要将得到全面满足。

在日益减少的电力故障中，我们将依托配网抢修指挥

平台和移动作业终端，实现多源数据融合、信息双向

互动、资源智能调配等功能，建立起以“抢修指挥全

过程智能流转、精益管控”为特征的故障报修抢修新

体系，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将频繁现身于电力运维和

施工现场。我们将让你对抢修全过程了如指掌，对复

电速度交口称赞。

2020 年，220 千伏及以上

变电站机器人巡检

泛在智能主动配电网系统建设，使城乡电网具备更强的自

愈能力、接入适应能力和弹性承受、恢复能力，停电时间

将越来越少，电能质量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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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服务
带来电能消费新体验

电力需求侧管理新方式

电力大数据的创新应用

打开电费金融新空间

能效管理服务新水平

完善电力需求侧响应机制，实现全负荷监测和管控，

完成 4300 户中央空调、4000 户居民可中断负荷控

制终端改造，引导居民家庭大功率设备参与用电高峰

时段电力需求响应，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减少高峰用电。

未来，你将成为参与式能源管理的重要力量，与我们

一起优化能源资源配置。

建成集电能在线监测、有序用电及需求响应、能效管

理与统计、经济运行态势分析等功能为一体的营销系

统管理决策平台，建立“线上能效数据采集分析，线

下节能改造”为一体的能效服务机制，提升用户电能

服务管理水平。

实现秒级控制的用户负荷 900 万千瓦

分钟级控制的用户负荷 400 万千瓦

相当于为国家节约投资建设 6 座连云港田湾核电站

开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科技创新，

建设企业级大数据平台，集成数据采集、存储、计算、分

析和展现等功能。为政府了解行业状况、优化产业结构、

预测经济走势提供数据支持，为企业提供更经济的接电容

量、更合理的用电建议。

建成综合发电数据中心，实现电源信息数据共享

建设生产控制、企业管理、公共服务“三朵云”

将联合“宝付”等移动金融公司，探索电费金融

模式，推出授信交费、免息授信贷款等一系列创

新性金融服务。用户存入“电费宝“的预付电费，

将每日获取金融收益。电费金融这一新兴服务将

加速企业的资金周转，实现降本增效。

20
亿元

5
亿元

2020 年，宝付
授信额度达

2020 年 , 电费宝
预存电费金额达

智能、高效、灵活的用电服务提供了更多的用电选择，电

能的消费者也可能成为自由的电能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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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用电
畅享品质生活

倡导智能公共服务

与水、气、热等公共服务行业积极合作，推广

水电气热四表远程集采和一体化交费。构建智

能电费服务管理体系，至2017年全省基本没

有现金交费，用户电子化交费率达100%。用

电信息采集系统将实现小时级采集，并辅助分

析你的用电行为习惯。这不仅可为你提供最佳

用电方案，方便你经济、合理、环保地安排用

电活动，还可以为政府制定更精细的电价政策

提供支持。

实施智慧能源示范区建设

以苏州工业园区和常州武进区为试点，建设国内首个区域化全覆盖的“互联网 +”智慧能源示范区，覆盖 30至 50 万人口

区域，在区域内全面推广分布式光伏即插即用、智能小区、小区充电设施、无线专网、电动汽车向电网送电、电力需求响应、

居民大容量负荷调控等工程化落地项目，实现大规模用户与电网供需友好互动。

动动手指，灯光柔和、音乐响起；轻触屏幕，查询闲置充电桩、预约充电车位；你的储能设备可以即时存储家庭光伏电与

电网谷价电，在用电高峰期将富裕电量上传电网交易……2020 年，这一切将成为现实。

水电气热表一体化

覆盖率

24%

充分满足多元化用电需求的智能电网，将进一步推动智能

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园区、智能社区的兴起，支撑智慧

城市的发展，接通更科技、高效、便捷、开放的未来。

营销服务实现

OTO模式

100%



45清洁时代的美好一天44 创新点亮品质生活 2020

12:00

14:00

20:00

17:00

23:00

清洁时代的
美好一天

收到微信提示，用能设备的运行状态、能耗状况以及最节能的

方案等一目了然

收到这一时段的电价信息，利用电动汽车向电网输送富余电力并

获取收益

通过 APP 开启客厅家庭影院模式，享受大屏幕前与家人的欢乐

时光

收 到 负 荷 控 制

微信提示，参与

全 市 的 需 求 响

应行动，家中冰

箱、 空 气 净 化

系统自动关闭，

20 分钟后重新

启动，电费补贴

自 动 打 入 银 行

账号

下 班 顺 路 接 孩

子， 途 中 开 启

APP 提 前 启 动

空调、热水器、

真空烹饪器

睡梦中。储能设

备依据设定，自

动购买谷价电

11:30

通过车联网预约电动汽车充

电，在隔壁小区找到空闲充

电桩，十分钟后满电出发08:00





发展公司  服务社会

以人为本  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