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21日袁 海南数字电网平台一
期试运行袁实现了电网各类数据的野全
面贯通冶尧野全面感知冶尧野全面共享冶和
野部分可控冶袁智能电网的可观尧可测和
可控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遥

据悉袁 依托数字电网平台建设袁海
南电网公司还开发配网故障抢修指挥
系统袁实现配网故障处理野客户服务-抢
修指挥-现场作业冶 高效协同尧野省-县
渊市冤-班组冶多级抢修联动的快速复电遥

此外袁该公司将大数据应用在推广
智能化供电服务方面袁积极落实海南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 野只进一扇门冶尧野最多
跑一次冶尧野不见面审批冶等改革措施袁通
过利用野互联网+冶袁将电费查缴尧用电办
理尧进度查询等办电服务应用接入海南
政务服务网袁 进一步拓宽了服务渠道袁
打通了政企数据壁垒袁给客户带来电力

服务新体验遥 野我只跑了一次袁就把用电
报装给办下来袁这效率漂亮浴 冶第一次来
海南创业的李先生对海南电网公司的
服务表示惊喜遥

打造智能电网袁也非一域之功遥 南
方电网公司制定出台了服务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 26条重点举措袁 为海
南野三区一中心冶建设提供坚强电力遥 同
时袁发挥全网一盘棋的作用袁特别是海
南电网公司与广东电网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袁此次合作将重点支持海南智
能电网综合示范省建设院到 2020年建成
一批智能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曰携手加快
保底电网尧 沿海电网防风建设改造袁提
升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曰支持海南电网
公司打造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尧海口江东 CBD尧三亚中央商务区等
供电高可靠性示范区等遥

数字电网平台提升服务水平

在海南电网公司加紧推进电网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收官项目之际袁
海南省域智能电网野新三年冶建设步
伐也稳健迈开遥

目前袁7 个省域系统工程已陆
续开工建设 曰5 个综合示范项目
中袁 已建成博鳌乐城一期工程尧西
沙离岛型微电网袁 启动江东新区尧
三亚中央商务区等 2 个示范项目
建设曰完成数字电网平台一期工程
建设曰完成野热带海岛环境智能电
网装备适应性实验室冶的可行性研
究曰建成博鳌智能电网互动体验中
心并成功召开第一届博鳌智能电
网国际论坛遥
文昌气电项目是海南野十三五冶

能源和电力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袁

也是南方电网公司在海南建设的第
一座大型天然气调峰电站遥 文昌气
电 2伊46万千瓦发电机组已开工建
设袁计划年内建成首台机组曰昌江核
电二期工程基本完成前期工作袁预
计年内完成项目核准遥 据统计袁截
止目前袁海南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达到 61%袁较全国 2018年底平均
水平高 17个百分点曰清洁能源发电
量占比达到 46%袁较全国 2018年平
均水平高 13个百分点遥

随着海底电缆二回工程投产袁
进一步提高了海南电网安全稳定水
平曰同时袁该公司按照网格化思路规
划建设配电网袁 大力推广配电自动
化袁打造坚强保底电网袁到 2019年
底袁全省 10千伏配电网可转供电率

将达到 80%袁 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
到 90%袁 客户年平均停电时间在
2018年的基础上再降低 33%遥

博鳌乐城智能电网综合示范
区项目是 5个综合示范项目之一遥
主要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开展数字智能电网建设袁以
实时数据为纽带袁对接多种用能需
求遥 利用 5G等先进技术手段和数
字电网平台袁提升电网状态感知能
力尧 泛在连接能力和运行维护水
平袁支撑连接能源生产尧消费各个
环节的能源生态体系建设遥该项目
计划在 2019要2022 年间实施建
设袁共投入资金 15.9亿元袁到 2022
年基本建成国内领先的智能电网
综合示范区遥

智能电网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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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智能电网建设实践

智能电网 助力自贸区能源变革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陈王凤 通讯
员 朱玉 余幼璋冤 11月 6日
凌晨袁 琼海乐城 110千伏变
电站投运袁 为博鳌乐城智能
电网与低碳智慧能源综合示
范区项目建设奠定了基础遥

据介绍 袁2018 年 11 月
底袁 博鳌乐城智能电网与低
碳智慧能源综合示范区项目
在博鳌落地袁 琼海乐城 110
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作为重
要工程先期动工开建遥 乐城
110 千伏变电站采用智能化
的电气设备实现智能运维袁
与既有线路组成安全可靠的
双回路电网结构袁更好地保障
了乐城先行区内各大医院和
周边城市发展的安全用电遥

今年 3月 27日袁 海南省发改
委正式印发实施 叶海南智能电网
2019-2021年建设方案曳渊以下简称
叶方案曳冤袁并于 5月 29日由省政府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发布遥 南
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拉开建设全
国首个省域智能电网示范区帷幕遥

叶方案曳提出袁2019-2021 年海
南电力行业累计投资 530亿元袁其
中电网投资 209 亿元袁 电源投资
321 亿元遥 到 2021 年基本建成安
全尧可靠尧绿色尧高效的省域智能电
网袁 到 2025年全面建成智能电网

综合示范省袁 到 2030年推动全省
电力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遥

当前袁南方电网公司正积极向
智能电网运营商尧能源产业价值链
整合商尧 能源生态系统服务商转
型遥 海南电网公司推动以野电网智
能化尧企业数字化冶为技术路线袁建
设全国首个省域智能电网示范区遥

海南智能电网建设主要内容
可概括为野75111冶袁即通过推进 7项
省域系统工程项目尧5个综合示范
项目尧1个数字电网平台尧1个智能
电网实验室和 1个智能电网论坛袁

全面提升海南电网自动化尧智能化
水平袁强化对海南自贸区渊港冤建设
的电力支撑能力遥

野相比于目前国内外智能电网
示范项目的局域性特点袁海南省域
智能电网将通过覆盖全省范围内
发尧输尧变尧配尧用各环节遥 冶海南电
网公司副总经理符永锋介绍袁建设
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袁除了给海南
带来综合效益袁 推动海南能源革
命袁实现能源绿色发展外袁省域智
能电网的探索对国家大规模建设
智能电网也将起到积极示范作用遥

530亿打造智能电网

11月 6日袁进博会举办期间袁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法国
总统马克龙会谈遥 会谈后袁两国元首共
同见证了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袁涉及航
空航天尧核能尧应急管理尧文化遗产尧农
业尧工业尧自然保护尧金融尧三方合作等
领域遥 其中袁亚洲乳企伊利集团与全球
多元醇生产商法国罗盖特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袁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和
罗盖特集团董事长爱德华窑罗盖特先生
正式签署合约遥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院野法国
罗盖特公司是全球多元醇生产商袁伊利
集团是亚洲乳企翘楚袁此次双方签约可
以说是强强联合遥未来我们将充分激活
双方长板优势袁在新产品开发尧新技术
革新尧新应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进行深
度合作袁助力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再上新台阶袁共促亚欧大陆经济繁荣
发展遥 冶

近几年袁中国乳业迅速崛起袁国民
消费信心大幅提振遥 2018年袁全国乳制

品产量 2687.1万吨袁 乳制品生产企业
587 家 袁 规模以上乳企实现销售额
3398.9亿元袁与 1949年相比袁均有上万
倍的增长遥生鲜乳和乳制品抽检合格率
99%以上袁在食品中领先遥 然而袁中国乳
业想要走得更长更远袁顺利实现奶业全
面振兴袁也要积极野走出去冶袁加强国际
资源整合袁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遥

作为亚洲的龙头企业袁伊利始终坚
持全球化发展战略袁全方位开展国际化
合作遥 今年 4月份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
刚在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
办期间袁提出共建野全球健康生态圈冶袁7
月份伊利与南美洲的乳制品出口公司
科拿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8月份伊
利全资收购了新西兰第二大乳业合作
社威士兰遥此次与法国罗盖特达成战略
合作袁也是伊利构建野全球健康生态圈冶
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袁标志着中国乳企已
经扎根国际遥

据了解袁此次与伊利签约的法国罗
盖特公司袁目前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业务袁营业额约 35亿欧元袁在全球
拥有 8600名员工遥 今年前三季度营业
总收入实现 686.77 亿元袁 同比增长
11.98%袁 净利润 56.48亿元袁 同比增长
11.73%袁实现高位双增长同时再创亚洲
乳业新高遥 可以说袁中法两大食品巨头
的强强联手袁不仅为中国乳业走向国际
奠定了扎实根基袁也为中法贸易的友好
合作增添强有力支撑遥高级乳业分析师
宋亮表示袁野当前全球乳业合作不断深
化袁伊利与罗盖特的强强联合袁表明伊
利对全球产业链构建的进一步延伸袁中
国龙头乳企的全球影响力初步彰显遥 冶

十年蜕变期袁中国乳业迎来了最好
时代遥 作为行业领军者袁伊利紧握时代
脉搏袁激活长板优势袁携手全球合作伙
伴共建野全球健康生态圈冶袁为中国乳业
进军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遥如今袁野全球
健康生态圈冶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与
日进增袁相信在伊利的带动下袁将有更
多中国乳企迈上国际化道路袁中国乳业
也必将走进更辉煌的未来遥

伊利签约罗盖特 中国乳业进博会期间再扩全球“朋友圈”

银签约活动结束后袁两国领导和企业代表合影留念

商报全媒体讯 近年来袁中国的乳制品消费需求量明显上升袁
预计至 2023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15%袁拉动原料奶需求年增长近
5%遥在这样的背景下袁越来越多的中国乳企不断野走出去冶袁与世界
产业链伙伴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袁 用全球资源服务中国消费者遥
中国龙头乳企正紧抓全球乳业重心向中国转移的历史机遇袁成为
拉动行业市场规模增长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