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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发展现状和布局策略
张　晶　马理想

（青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　目前国际电网综合能源业务是比较成熟的，电网服务商在行业当中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在品牌、客户、

资源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我国对于电网开始了改革，使得电网企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传统的能源

业务进行转型，是电网企业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分析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发展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合理的布局策略，进而促进电网企业的综合能源业务的提升，旨在为其他电网企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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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电网企业一直是开展电力输配售的业务，

作为一个中间商，上边是能源的生产方，下边是电力

用户，所以开展综合能源业务是非常有优势的。国家

发展趋势是将能源结构转向为绿色低碳，以此为基础，

电网企业积极开展综合能源业务，将能源体系建立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模式。这也是新电改的必

然选择，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已经发生了良好的市

场和技术，随着时代新技术不断发展，新技术和能源行

业的结合可以有效地将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进行转变。

1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发展现状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发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主要是由于能源市场的运营方式在不断地进行改变，

这也是电网企业的战略合作和竞争点。为了顺应时代

发展，电网企业的传统能源业务转向了综合能源业务。

电网企业的综合能源业务市场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在购售电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节能服务、集中

供热、天然气销售、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等业务。

根据调查数据得知，2017年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市

场规模超过 4.9-5.47万亿元，到 2020年市场潜力至少

为 5.28-6.29万亿元。在 2015年的时候电力体制有一

次进行改革，突破了原有电网的统购统销模式，在电

力市场上涌入了万亿级的电量，进而出现了大量的售

电公司。[1]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售电市场竞争增加，电

网企业通过竞价交易获取的差价数值在不断地缩小，

增加了偏差罚款的概率，进而导致很多的售电企业倒

闭，截至 2020年 3月就有 33家企业退出了市场。综

合能源业务是节能服务的进一步扩展，经过统计得出 ，

在 2021年时我国开展节能服务的电网企业高达 8725

家，在电网行业的总产值为 6069亿元，比去年上升了

9.7%，对比 2020年电网企业营收有所上升，但是盈利

能力有着下滑的趋势。

所以，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市场的潜力是比较

大的，但从目前来看数据来看，市场的高潮已经趋于

平稳，综合能源业务的竞争在不断上升，综合能源业

务的盈利能力在不断被收缩，进而电网企业综合能源

业务开展慢慢趋于理性化。[2]

2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存在的问题

2.1 业务布局实现路径不清晰，资质普遍比

较低

从综合能源业务布局方面看，电网企业在未来的

综合能源业务发展是比较清楚的，但是综合能源业务

本身就具备多元化和复杂化，综合能源业务所在区域

的资源、竞争、市场和实际有着非常大的差距，电网

企业的综合能源业务布局实现路径没有具体化，没有

有效利用综合能源业务和管制业务的结合优势，主要

还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在 2020年储能、节能服务、

微电网的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小，主要以电力为主。综

合能源业务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针对综合能源业务的

颁布了很多政策，如：“互联网 +”、能效检测、光伏

扶贫等，把政府的政策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对于综

合能源业务的实际性、价值性、短长期规划性等没有

充分考虑，缺少理性化的思考，使得电网企业不能长

期发展。电网行业门槛比较低低，致使电网企业综合

能源业务的资质不同，甚至大部分电网企业的设计板

块没有获得综合能源的设计资质，影响着电网企业承

接新的能源业务，进而造成在电网行业综合能源业务

中的竞争力比较低，使得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发展

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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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业务链不完善，综合能源控制平台建设

落后

目前，大多数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仅包含分布

式太阳能、节能改造和诊断、能源项目开发和投资等，

各业务的规模和竞争力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业务之间

没有有效结合。[3]和国家电网综合能源业务相比，电网

企业布局不完整，综合能源业务之间结合性不高，部

分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还属于在规划的阶段，实行

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对于省级综合能源服务平

台建设比较落后，还处在研究开发期，在实际综合能

源业务中运用较少，电网企业监控用户比较单一，没

有连接的电网的用户居多，管控平台可以用来接收综

合能源业务信息，目前主要监控的还是耗电数据，还

未大规模监控到气、水、油、煤耗能量，调度功能比

较单一，分析功能简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

2.3 客户细分市场掌控不足，客户粘性比较低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主要开展模式是高投资、

重资产，商业价值的效果并不理想。在综合能源业务

中用户需求是非常大的，要进一步发挥用户的价值，

综合能源业务和传统业务是不一样的，开展综合能源

业务有着用户、技术、人才、品牌的优势，有着很好

的市场。但是电网企业的综合能源业务在市场实践上

的机制迟钝、缺乏销售能力，使得综合能源业务看似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实际价值却不高，没有充分发挥

价值用户的作用，没有掌控好细分市场的局势。电网

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运营主要是以电能为基础，其他

的业务比较少，部分电网企业增加了储能、光伏、天

然气三联供等能源，天然气受到气源和价格的限制，

使得经济效益保障，增加了天然气的分布困难。

2.4 综合能源业务经济效益不理想

综合能源业务包含各种能源的供应，由于能源业

务的结合性比较差，使其没有达到融合经济效应，在

综合能源业务中开展了可再生能源，使得业务形式更

加多元化，提升了能源业务供应的成本支出。国家为

了进一步加强能源经济的竞争力，要求电网企业降低

综合能源业务的价格，使得电网用户成本减少。综合

能源价格有着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清洁能源在使用中，

没有将环境成本增加到消费者当中，使得能源系统的

经济效益减少。电网行业的市场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

使得电力企业综合能源微电网不能通过技术获取更多的

经济效益，目前处于配售电改革利益冲突的阶段，假如

没有经济效益，会直接影响电网企业的微电网发展。

3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发展的布局策略

3.1 发展新形态布局，开展绿色能源

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布局可以建设成双碳布

局，推动以新能源为主的电网行业。将电网的形态进

一步提升，充分发挥出源网荷储之间的协调性和互动

性，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将电网转向智

能化，使得电网的安全运行控制能力得到提高。[4]将电

网技术进行升级操作，依托“互联网 +”将电网的产业

链进行完善，保障综合能源业务产业直接的结合度。

增加电网生态共同分享功能，借助互联网的思维将管

表 1 2017-2020年的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市场规模情况

2017年 2020年

单价 消费量 市场规模 /万亿 消费量 市场规模 /万亿

电力 0.586/kWh 63077亿 kWh 3.70 6.8-7.2万亿 kWh 3.4-3.6

天然气 2-3元 /m3 2373亿 m3 0.47-0.71 3600亿 m3 0.72-1.08

集中供热 20-40元 /m2 156亿 m2 0.31-0.62 190亿 m2 0.38-0.76

节能服务 0.41 0.6

分布式光伏 1-2元 /kWh 137亿 kWh 0.01-0.03 720亿 kWh 0.07-0.14

储能 0.1万亿元

微电网 >0.1万亿

合计 >4.9-5.47万亿元 5.28-6.2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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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式进行转变，进而通过电网企业的发展带动综合

能源业务链。优化综合能源业务结构，构建绿色能源

规划体系，可以在电网中运用调峰调频，将电网的灵

活性能进行提高。在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中实行政

策机制结合的模式，将综合能源业务的技术和消纳管

理进行加强，有效提升消纳综合能源业务的能力。将

能源产业的信息流、业务流、能量流进行有效结合，

使得电力综合能源业务发展得更好。能源供给侧的结

构发生转变，使得电力用户使用能源的需求出现多样

性，因此满足能源业务市场，优化电网供电服务，促

进了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发展。

3.2 创新化开展基础业务，加强资源能力建设

电网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

模式的创新，将核心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技

术创新上可以通过储能、燃气轮机等设备，降低进口

量，将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的成本降低。在商业模

式创新方面，将设备的系统调整为移动化，使得短期

电网用户转变为长期用户，降低负荷变化的概率。不

仅仅可以及时满足电网用户的需求，减少综合能源业

务的运行时间，还可以将现场安装成本和企业成本周

期有效减少，使得综合能源业务投资风险降低。电网

企业可以创新网上电网、多维精益、绿色国网等业务，

将电网业务综合能源业务网络化，以用户为中心，将

电网企业的各项工作进行优化，加强电网产业技术和

模式上的创新，对于重点难点技术进行技术上的攻克，

构建数据平台、物联中台、云平台等管控平台。将平

台数据进行统一管理，使得数据具备共享性和开放性，

从综合能源业务数据中发现新的发展方向。

3.3 建立综合能源评价体系，提供增值服务

从综合能源用户方面，可以将电网用户根据类型

进行划分，建立用户评价机制，根据客户需求、决策

主体、用能特性、企业技术服务、用户拓展能力等方

面进行分析和总结。综合能源业务技术的划分需要根

据电网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可以将业务的种类

分为输送、消费、存储、综合、供应等方面，根据市

场吸引力和企业竞争力对综合能源业务进行分析，并

将重点业务挑选出来，进行正确的引导。完善综合能

源业务技术评价，可以根据综合能源业务的市场机会、

经济性、政策、品牌影响力、技术服务能力、客户拓

展能力等进行分析，并得出评价结果。通过为电网用

户提供增值服务，加大用户粘性，在综合能源业务发

展中，以用户为中心，市场为方向，数据为基础，服

务为根本，增加能源的周期，提升电网企业综合能源

业务的升级，促进电网设备的使用情况，提高综合能

源的转化效率。

3.4 整合能源信息，创建竞争力大的综合能

源商业模式

电网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综合能源

业务的收益模式，整合能源信息平台，打造一个竞争

力大的综合能源商业模式。可以组建能源业务生态圈，

将能源业务的产品进行丰富，给电网用户提供多样性

的服务，对于大型用户可以将质量和数量的优势进行

保障，并给予增值服务，减少能源消耗，对于小中型

用户，可以慢慢将电力管家的服务进行完善，实行分

时间的电力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收集的信息和

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有效避免目标用户流失。通过

售电平台业务圈，将电力金融产品进行开发和创新，

给用户提供销售服务和更加优质的金融产品，不仅可

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还可以提升电力金融业务的

销量，电商企业综合能源业务要依据新电改的实际情

况，构建新型的商业模式，将售电企业当作基础，整

合电网的所有能源业务和资源，建立一个售电平台，

规划综合能源业务智能交费板块，将电网企业综合能

源市场服务能力进行提升，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综上所述，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发展竞争力越

来越严峻，盈利空间不断被积压，在综合能源业务发

展中存在业务布局实现路径不清晰，资质普遍比较低，

业务链不完善，综合能源控制平台建设落后，客户细

分市场掌控不足，客户粘性比较低，综合能源业务经

济效益不理想等问题，因此，电网企业综合能源业务

的布局策略应该为发展新形态布局，开展绿色能源，

创新化开展基础业务，加强资源能力建设，建立综合

能源评价体系，提供增值服务，整合能源信息，创建

竞争力大的综合能源商业模式等，使得电网企业综合

能源业务能够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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