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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导意见料月底出台

能源互联网开放共享生态圈架构渐现

□本报记者 刘杨

《关于推进“互联网+” 智慧能源（能源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终将“千呼万唤始出

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政策制定参与者处了解

到，《指导意见》的正式下发时间就在本月底。

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具体落地，将令我国

能源生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分析人士指出，

不仅能源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交易和销售

方式都将生变，而且未来能源市场供需格局将从

过去的供不应求变为长期的供大于求， 能量流

动、信息流动、资金流动都会发生颠覆性变化。

互联网冲击能源业

“可再生能源、 储能+智能电网+电动汽车

+互联网，使得能源生产、配送、消费以及投融资

模式等正在或即将发生巨大改变。 这也令先前

以供给为导向具有较强公共事业属性的自上而

下的旧有能源行业， 逐渐嬗变为自下而上的以

消费为导向并以服务和应用为具体商业模式的

崭新能源行业。 ” 信达证券能源互联网首席分

析师曹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互联网对能

源行业的冲击未来将是颠覆性的。 ”

“在能源互联网的实践大军里， 未来不仅

会有此前能源行业中的企业， 还会出现信息与

通信技术企业或电子企业，其表现将非常活跃。

能源企业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未来可能会被外

行颠覆。 ” 曹寅称。

埃森哲大中华区资源事业部总裁丁民丞也

持同样的观点。 他介绍，“此前在谈及能源二字

时，首先想到的是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或风

能、太阳能等。而能源互联网时代，电信供应商、

家庭的安全供应商正在利用智能家居的概念涌

入能源领域。 ”

能源互联网改变能源行业运行模式， 会给

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更要求企业具备匹配

机遇的相应能力。依照曹寅的观点，若想在能源

互联网时代得以生存， 企业应必备三种 “技

能” ：既需非常懂能源，又要有很强的ICT（即信

息、通信和技术）运营能力，还要有很好的互联

网平台服务推广能力。

ICT在能源系统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区别

传统能源系统和能源互联网系统的重要参数。华

北电力大学经管学院荣国栋指出，传统能源系统

中，ICT技术仅作为辅助技术， 所起作用相对较

小； 而在能源互联网系统中，ICT技术作为一项

重要的关键性技术， 其对整个能源系统的生产、

运营和销售等各环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很多人对能源互联网的理解， 都过

于关注具体板块，比如储能、充电桩和分布式光

伏等。而《指导意见》的核心是构建‘源-网-荷

-储’ 四个环节有机互动的生态圈。” 曹寅强调，

“在这个生态圈，既有能量的流动，也有商业的

流动。 简单说，未来能源形态的构建核心是，要

形成信息流精准地指导能量流， 同时又撬动资

金流。 ”

能源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物理与信息上的

互联，更多的是商业模式的大融合。“比如在可

再生能源领域， 未来会形成一个以可再生能源

发电为核心的生态圈，光伏、风电这些企业将会

与电动、 储能等企业合作， 并带来新的能源应

用、配送和投融资模式。 ” 曹寅解释称。

“把能源和互联网这两个此前互无往来的

行业融合到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远景

能源光伏产品业务总经理孙捷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无论是为了市值管理，还

是提前布局能源互联网， 现在很多A股上市公

司涌入到能源互联网领域， 比如原来做电表出

身的现在进入到发电侧等。 ”

据介绍，远景能源的智慧风场体系，其实就

是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机组间和

风场之间建立有效的互联互通， 通过数据采集

单元采集数据，然后传递到云端，进行后续的资

产管理。“2013年，远景智慧风场WindOS平台

就开始帮助美国最大的上市新能源公司Pat-

tern管理包括风光在内的300多万千瓦的新能

源资产了。 目前，远景WindOS平台管理着全球

超过2000万千瓦的新能源资产。 ”孙捷称。

大数据核心地位获体现

提到能源互联网， 不能不提的是互联网的

核心技术———大数据。 曹寅说：“在传统能源行

业，大数据并不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传统能源行

业的商业模式是公用事业类的； 而在能源互联

网时代，基于精细化的商业模式，大数据的核心

地位将得以体现。 ”

“如何与大数据企业进行合作并从中获取

利润， 是未来构建能源新生态圈过程中十分核

心的一点。 ” 曹寅认为，现在对大数据的分析利

用虽存在于能源行业， 但其数据利用程度还远

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是现在从事大数据分析的

企业都不在能源领域，对能源行业认识欠缺。

《指导意见》 讨论稿提及了发展能源大数

据服务应用新模式，其中包括：“积极推动拓展

能源大数据采集范围，逐步覆盖电、煤、油、气等

能源领域及气象、经济、交通等其他领域；实现

能源资源、新能源、电动汽车、储能电站、输变

电、配用电、终端用能大数据的集成融合；研究

依托国家电网公司构建国家能源大数据信息中

心，逐渐实现能源大数据资源的集成和共享；在

安全、公平基础上，以有效监管为前提，打通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各类

数据资源整合，提升基于能源统计、分析、预测

等业务的时效性和准确度。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新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的六个配套文件出台后，《指导意见》从讨

论稿到送审稿， 国家能源局给予能源互联网行

动计划项目课题组仅有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送

审稿与讨论稿在内容上相差并不大。

有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能源企业可能呈现

出两种业态：能源企业向高科技企业转变，高科

技企业向能源企业转变， 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

领域。如光伏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对可再生能

源业而言就有一个加速整合的作用。 “远景能

源的‘阿波罗光伏云’ 推出类似滴滴打车的服

务功能，一方面对接电站的业主，一方面对接运

维服务商。 阿波罗光伏云可以时时监测用户的

光伏板， 当光伏板的灰尘达到需要清洗的程度

时， 业主只需在阿波罗平台上搜索合适的服务

提供商，阿波罗平台就能通过平台进行匹配，为

业主提供服务。 ” 孙捷介绍说，“光伏行业具有

金融属性，公司的‘阿波罗评级’ 是一个对光伏

电站的风险评估体系， 目前国内已经有数十家

银行、融资租赁、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在使用

这款产品和服务了。 ”

据孙捷介绍， 未来远景能源会着重做两件

事：一个是继续发挥软件和大数据的优势，构建

整个光伏行业大数据的平台； 另一个是基于第

三方的优势，推广一些行业的标准，建立整个风

险评估的体系。

一场体制性的变革

在《指导意见》讨论稿中，中国证券报记者

注意到关于 “促进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

新” 部分被给予不少篇幅。 紧扣电改，“基于能

源互联网市场交易体系，支持能源资源、设备、

服务、应用的资本化、证券化，为基于‘互联

网＋’ 的B2C、B2B、C2C、C2B、O2O等多种形

态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平台； 促进能源领域跨

行业信息共享与业务交融，培育能源云服务、虚

拟能源货币等新型商业模式； 鼓励面向分布式

能源的PPP、众筹等灵活的投融资手段，促进能

源就地采集与高效利用”等被重点提及。

同时， 国家鼓励发展储能和电动汽车应用

新模式。 讨论稿提出，“充分利用风电、光伏等

资源， 因地制宜建设风光储一体电智能充电站

等基础设施， 实现电动汽车与新能源等协同优

化运行；鼓励城市分布式光伏、高速公路光伏电

站开展电动汽车的充放电、换电服务等业务；探

索电动汽车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绿色电能直接

交易并参与碳交易的新模式。 ”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能源互联网” 简单

等同于“互联网+能源” 。 清华信息技术研究院

副主任曹军威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能源

互联网’ 强调的是能量交换， 而 ‘互联网+能

源’ 则是强调信息交换，前者包含后者，在能量

交换基础上，再去讲B2C、B2B、C2C、O2O等多

种形态商业模式。 ”

“以前的能源行业，无论发电、电网建设，

还是用户侧电力销售，基本上都是由诸如国网、

五大电力等企业来进行统一规划、建设、投资和

运营的。 ” 曹寅强调称，“未来的能源行业在用

户侧会非常多元化， 会有很多小型售电企业出

现。分布式能源使消费者身份相应发生变化，变

成‘产销一体’ 的消费者。 ” 据介绍，因我国能

源行业长期被垄断， 有关信息掌握在少数人手

中，此前消费者通常无法获得参与机会；而能源

互联网新系统下， 消费者与能源供应者之间需

要互动，这种封闭格局将被打破。

《指导意见》讨论稿显示，国家鼓励利用互

联网理念，积极探索能源互联网与工、农、商、交

通、体育等不同行业融合发展新途径，同时鼓励

利用互联网手段，在大型建筑、场馆、园区、岛

屿、 城镇等不同规模范围内开展能源互联网技

术应用、商业模式和政策创新试点，内容包括：

多能协同能源网络优化建设与协同运营、 清洁

能源互联网化交易、 绿色货币与绿色证书等能

源衍生品交易运营管理、 电动汽车与储能互联

网化运营、能源大数据应用服务等。

目前我国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工作采用的

主要模式是“试点+推广” ，即首先在一个相对

集中的园区或地市进行能源互联网工程试点，

并将试点逐渐丰富、链接，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

能源互联网络。比如海淀北区、亦庄开发区等区

域性能源互联网项目。

上市公司抢滩能源互联网万亿市场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能源互联网万亿市场“蛋糕”

引发多家上市公司争相布局，积极

开拓售电、能源综合管理、电动汽

车运营服务等能源互联网应用业

务。信达证券能源互联网首席分析

师曹寅认为， 在电改和 “互联网

+” 的大背景下，2016年能源互联

网将迎来持续发展机遇，拥有良好

电力行业背景及互联网思维的企

业将从中受益。

三路径布局

中能电气1月7日公告称，公

司拟以3.43亿元购买金宏威49%

股权， 使其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金宏威是一家能源互联网解决

方案提供商，主要为能源行业提供

配电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等。

自从去年7月国务院下发“互

联网+” 行动计划以来，能源互联

网作为“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上市公司眼中

的“香饽饽” 。梳理发现，目前上市

公司主要从三个方面布局能源互

联网：一是从储能领域切入，如科

陆电子、南都电源和阳光电源等公

司； 二是从能源信息化领域入手，

目前已经进行布局尝试的公司有

积成电子、科华恒盛等；三是瞄准

能源互联网云平台， 如中恒电气、

林洋电子等。

科陆电子布局电气全产业链，

定增加码储能微网、充电网络智能

云和售电网络能源管理及服务平

台建设，参股的售电公司深电能未

来能够获得售电牌照，公司将实现

能源从产生到输送、分配以及消费

的数据闭环，公司在能源互联网平

台建设上卡位优势显著。

积成电子积极建设能源互联

网平台，拥有非常稀缺的能源大数

据和用户服务入口。公司已经积累

了1.6万家以上企业用能信息数

据，公司研发的全国首个省域实验

性能源服务平台 “山东省智慧能

源公共服务云平台” 已经实验运

行， 计划采集3000家以上企业动

态用能信息。

中恒电气的能源互联网战略

持续落地， 已经形成能源生产储

备、用电侧需求管理、云端调度运

营全产业链布局，为其后续开展能

源互联网业务奠定坚实基础。具体

而言，2015年6月， 公司出资9000

万元增资普瑞智能，拓展用电侧节

能服务业务；2015年7月， 公司与

南都电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涉足分布式微网储能领域；2015

年10月， 公司拟定增募资10亿元

用于能源互联网云平台建设。

引来互联网巨头

能源互联网万亿风口，也引起

BAT等互联网巨头的关注，阿里、

微软、 华为等纷纷进军新能源，并

联手新能源企业共同开启能源互

联网时代。

去年4月份，阳光电源与阿里

云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为客户提供

基于阿里云计算平台的智慧光伏

电站设计、建设、智能运维等相关

服务。阿里云成为阳光电源面向智

慧光伏电站、能源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业务领域的重要合作伙

伴。 而且，类似的能源企业+互联

网或者ICT企业之间的合作屡见

不鲜， 比如东方日升+清华紫光，

爱康科技+华为， 林洋新能源+东

软集团等。

2015年6月，积成电子与英特

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备

忘录，双方将在山东省智慧能源公

共服务平台、智能终端设备以及大

数据、云计算和数据中心等领域展

开全面合作。 英特尔牵手积成电

子，意味着英特尔等国际巨头已经

瞄准国内能源互联网巨大市场。

爱康科技则牵手华为， 就共同

打造智能光伏电站开展全方位的合

作，并签署合作协议。华为依托其强

大的研发创新能力， 将数字信息技

术、 互联网技术与光伏发电技术相

融合， 通过智能化以提升光伏电站

的发电量和运营管理效率， 目前逐

渐成为智能光伏电站管理系统的领

导者。 爱康科技与华为共建智能运

维平台，获取能源大数据资源，将抢

占能源互联网的竞争高地。

信达证券研报认为，随着能源

互联网的发展，基于信息和通信技

术以及互联网商业模式和思维模

式的能源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将层

出不穷。除了现有的能源电力设备

和服务企业之外，大量的行业外企

业也会加入能源互联网市场的竞

争，包括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其

他制造业以及房地产开发和园区

运营企业等。

券商研报观点

储能

东北证券指出，能源互联网大时代将来临，

储能地位将得到空前提高。 电改相关配套文件

出台后，储能补贴政策推出概率大。

华安证券指出， 能源互联网要实现新能源

对电网的调峰填谷，及无障碍消纳，当务之急是

配置储能。储能正处于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静

待时机，未来空间广阔。

分布式发电+微电网

国泰君安指出， 微电网是由分布式发电单

元、储能设备、能量转换设备、相关负荷和监控、

保护装置等汇集而成的小型发配电系统， 是能

源互联网的核心要素。 微电网符合能源互联网

分享互联的精神，是能够实现自我控制、保护和

管理的局部自治和广泛互联的系统。 在力推能

源互联网的背景下， 全球微电网产业都将加速

发展。在新电改的利好刺激下，中国微电网有望

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

广证恒生表示， 能源互联网将变革原有能

源体系，伴随新电改政策催化，能源互联网多领

域有望爆发，看好分布式

+

微电网

+

储能等能源

互联网核心物理层的发展空间。

充电桩

国信证券指出， 充电设施是能源互联网各

环节中最有前途的板块。一方面，随着电动汽车

销量的猛增， 充电设施配置不足成为行业发展

的最大掣肘。除电改的推进外，国家或将继续出

台相关产业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运营。 另一

方面， 充电设施运营也是能源互联网各环节中

与消费者最接近、 最适合利用互联网思维的板

块，最有希望率先脱颖而出。

安信证券表示，作为能源互联网的入口，充

电桩未来可以是电流和信息流双向流动的载

体，将诞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商业模式。预计未来

五年新增充电桩设施的投资超过千亿元， 充电

桩运营未来的市场空间也将超过千亿元。 重点

推荐万马股份、特锐德、奥特迅、科华恒盛、中恒

电气等。

能源信息化

国泰君安表示，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电

网公司加强核心业务运维水平迫在眉睫， 目前

已开展积极尝试。 电网公司强大的执行力将保

障后期核心业务运维一体化、 信息化的快速推

进。电改后，电网公司考核方式的重大改变将促

使更多的非核心业务外包， 为熟悉电力系统的

诸多企业提供新蓝海。

华安证券认为，受益于商业模式巨变，基于

大数据， 能源集成平台将能够覆盖到能源的生

产、传输、消费等各个环节。 数据的获取和资源

的独占，将是重要的竞争壁垒，具先发优势和产

业布局的企业值得关注。（刘杨）

关于广发银行系统升级服务暂停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我行计划于 2016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10 日进行全面系统升级，自 1 月 1 日 9 时

起将暂停办理部分业务，并于 1 月 11 日 9 时全部恢复，请您根据自身需求做好用卡和资金安排，具体停业安排如下：

对可能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衷心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体谅及宽容，我们期待系统升级之后的全新服务

会带给您焕然一新的用户体验。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广发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类型 业绩预告摘要 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 所属申万二级行业

002121.SZ

科陆电子 预增 净利润约

2.51

亿元

～2.89

亿元

,

增长

100%～130% 130.00

电气自动化设备

002169.SZ

智光电气 预增 净利润约

6679.57

万元

～7931.99

万元

,

增长

60%～90% 90.00

电气自动化设备

002610.SZ

爱康科技 预增 净利润约

1.1

亿元

～1.5

亿元

,

增长

19.54%～63.01% 63.01

电源设备

002364.SZ

中恒电气 略增 净利润约

1.26

亿元

～1.89

亿元

,

增长

0%～50% 50.00

电源设备

002256.SZ

彩虹精化 略增 净利润约

4641.46

万元

～5907.31

万元

,

增长

10%～40% 40.00

化学制品

002335.SZ

科华恒盛 略增 净利润约

1.27

亿元

～1.65

亿元

,

增长

0%～30% 30.00

电源设备

002339.SZ

积成电子 略增 净利润约

1.43

亿元

～1.69

亿元

,

增长

10%～30% 30.00

电气自动化设备

300286.SZ

安科瑞 略减 净利润约

4996.55

万元

～7137.93

万元

,

下降

0%～30% -30.00

电气自动化设备

002506.SZ

协鑫集成 预减 净利润约

6

亿元

～7

亿元

,

下降

74.02%～77.73% -77.73

电源设备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