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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改实施以来，中小独立售电公司遭遇盈利困局——

售电行业出路：多元融合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开展

以来，大量售电公司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出来。然而，在市场尚未

全部放开的情况下，中小独立售

电公司既没有电源又没有客户，

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专家认为，

未来售电公司应定位于用电需

求侧多元化能源服务商，售电与

用电服务融合发展将是未来售

电公司的经营之道

“注册公司近万家，有实质业务的
不足1%。”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新电
改开启以来，虽然售电公司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成立，但是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
独立售电公司，由于不具备足够的竞争
力，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对此，
业内人士认为，在电力市场尚未全面市
场化的情况下，中小独立售电公司几无
可能与背靠电网、发电企业或用户资源
的售电公司竞争。

万亿售电市场待“开垦”

2015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拉开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大幕。其
中，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成
为此轮新电改的重点内容。

2015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
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
实施意见》，明确电网公司、发电公司
及其他社会资本均可投资成立售电公
司，甚至个人也可以投资成立售电公
司，只要符合售电公司准入条件即可。
这大大降低了售电公司的准入门槛。

与此同时，售电市场规模巨大，
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国家能源局数据
显示，2016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为
59198亿千瓦时，根据售电市场全国平
均销售电价 0.492元/千瓦时测算，全
国售电市场容量为 2.91万亿元。另据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预期，
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6.8万亿千瓦时至
7.2 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3.6%至
4.8%，这意味着售电市场容量还有巨
大的增长空间。

相关文件发布后，在政策和市场的
双重利好下，售电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为电力交易市场带来了一片生机。

“广东是全国首个允许售电公司参与竞
争交易的省份，这是售电领域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探索。”南方电网公司
副总经理杨晋柏说，售电公司参与交
易，让市场主体迅速增加，市场规模持
续快速增长。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注册售电
公司有近8000家，在电力交易中心公
示的有1000多家，国电电力、科陆电
子、比亚迪、漳泽电力等超过20家上
市公司进入售电市场。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个允许售电公司
参与竞争交易的省份，在相对完备的市
场规则框架及售电公司积极参与下，其
电力市场发展迅猛。广东电力交易中心
8月发布的《广东电力市场2017年半年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广东
电力市场准入售电公司332家，同比增
长118%；售电公司获利6.21亿元，盈
利售电公司个数占比不断提高。

多数公司仍在观望中

相对于广东电力市场的蒸蒸日上，
全国大多数区域的售电公司日子并不
好过。“在市场没有全部放开的情况
下，交易风险太大，很难盈利，不如先
观望观望。”河北一家独立售电公司负
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当初十分
看好售电市场，一口气注册了2家售电
公司，可是一年多过去了，一笔业务也
没做。

像这样零业务的售电公司不在少
数。据业内人士估计，产生业务的售电
公司实际上很可能不足1%。根据《关
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见》，售电
公司分为三类：包括电网企业的售电公
司；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并拥有配
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不拥有配电网

运营权的独立售电公司。目前，大量零
业务的售电公司都属于第三类。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爱斌说，目前市场上有的是发电公司
办的售电公司，有的是供电公司办的，
其中大部分是独立售电公司。这类公司
既没有电源，买不到电，又找不到用电
客户，所以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虽然售电市场巨大，但是对于广大
中小独立售电公司而言，要想吃下这块
“蛋糕”难之又难。另一家独立售电公
司负责人透露，“由于种种原因，公司
尝试了几次交易都没有成功，即使成功
的交易，核算下来利润也很低，真是在
夹缝中生存”。

即使一些树大根深的售电公司，也
没能取得预期的收益。国电电力2017
年半年报显示，其成立的国电江苏能源
销售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为负35.9
万元；桂东电力旗下广西桂东电力售电
有限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25万元，净利润负5.38万元。

在开源证券分析师夏正洲看来，由
于售电市场的特殊性，一座城市不可能
承载这么多的售电公司，最终很可能一
座城市形成3至4家真正有影响力的售
电公司。具有国企背景的售电公司，提
前布局全国售电市场的综合性能源公司
下设的售电公司，有用户资源的售电公
司更有可能脱颖而出。

多元化服务打破僵局

“看起来注册售电公司的门槛很
低，好像是个没有门槛的生意，几乎所
有企业都设想着一种最简单的售电模式
——赚取买卖差价，但在激烈的竞争中
很难行得通。”武爱斌表示，事实上，
电力交易远远要比证券、期货交易繁琐

复杂，不光涉及金融层面，更牵涉电力
安全校核等物理层面。这也是很多售电
公司成立后，迟迟不敢涉及业务的重要
原因。

2017 年 2月份，广东电力市场首
次引入偏差电量结算与考核办法。所
谓偏差电量，即指实际发用电量与合
同电量之间的偏差。从广东省2月份偏
差考核来看，正负2%以外的电量，按
月竞统一出清价格绝对值的2倍考核。
受到偏差考核的用户共计77家，占比
81%，直接导致亏损的有18家，最多
亏损1452万元。偏差考核已成为竞价
结果之后影响售电公司利润的最关键
因素。

电力负荷具有复杂性、分散性、随
机性等特点，要做好负荷预测绝非易
事。在武爱斌看来，售电公司必须要完
全打通发电方和购电方，一方面要把发
电厂的发电成本实时统计出来，一方面
要精准预测用电量，这样才可以帮助调
峰，帮助企业更经济稳定地运营。在目
前储能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优化软件系统调节两端需求。

记者了解到，此前朗坤与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联合，研发并推出了智慧购
售电一体化平台，已经成功运用到多个
售电公司中。该平台可提供购售电竞
价、成本计算、售电营销、客户服务、
购电管理、配电管理、竞价决策、负荷
预测、能效服务、微网管理等全方位信
息化解决方案，帮助发配售电公司快速
开展业务，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北京领航智库总裁王高峰则认为，
未来售电公司定位于用电需求侧的多元
化能源服务商，打造智能化用电终端，国
家有关文件倡导节能服务公司从事售电
业务，售电与用电服务融合发展将是未
来售电公司的经营之道。

顺应产业自然转移趋势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成型

蚕桑生产格局加速“东桑西移”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东桑西移”的趋势越发明显，有关部门顺应蚕桑产

业自然转移的趋势，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进一步推动了西部省区蚕桑

产业的发展，西部主产区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促进蚕茧产量稳定增

加，“桑—茧—丝—绸”全产业链加速成型

在浙江省桐乡市，养蚕曾经是当地农
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随着城镇化水
平提高，养蚕业面临后继乏力的问题。记
者从当地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桐乡春蚕
发放蚕种同比减少10%，呈逐年下降趋
势，由于单家独户养蚕收入低，现在很多
村里只有老人在养蚕了。桐乡许多桑树
种植基地也转移到了四川、云南等地。

与浙江一样，江苏省的蚕桑业也在
逐年萎缩。“人工采叶、采茧费工费力，
传统桑蚕生产机械化程度不足20%，已
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江苏省
蚕种所副所长周成伟分析，与种植稻麦
相比，养蚕季节性强，设备利用率低，
市场小，而研发投入多，机械化程度长
期上不去，是典型的土地和劳动密集型
产业。

湖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研究员胡

兴明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济
发达的省份，出现了蚕桑生产由发达地区
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情况。广东省的蚕
桑生产从珠三角的顺德、东莞等地向粤
西、粤北山区和半山区转移，江苏省的蚕
桑生产也从苏州、无锡地区转至长江以北
的南通、盐城等地。但此时的蚕桑区域结
构变化仅发生在省域范围内，并未影响到
我国蚕桑生产格局。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东桑西移”的趋
势越发明显。在江南传统蚕桑产区，随着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成本和
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传统手工养殖模式下
的“栽桑养蚕”不再吸引当地青壮年农民
的热情。有关部门顺应蚕桑产业自然转
移趋势，实施“东桑西移”工程，从政策和
资金上给予扶持，进一步推动了西部省区
蚕桑产业的发展。地处西部的广西、云

南、四川蚕桑产业快速崛起，桑园规模居
全国前三。

过去，广西蚕茧产量长期未能进入全
国前五名。然而，最近10年间，广西蚕茧
产业打破此前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10年间增长8倍以上，蚕茧
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生丝产量连续
多年全国第一。目前，广西拥有国内集蚕
业科研、推广、管理、生产于一体的省级综
合性蚕业机构，重点蚕区县、乡、村也配备
了专门的蚕业技术队伍。

伴随产业转移，西部主产区大力推广
标准化生产技术，促进蚕茧产量稳定增
加，一大批桑、蚕新品种和新技术得到推
广。在广西的不少产区，蚕房里安装了水
帘空调、升降机等设备。水帘空调可以将
蚕房温度控制在22摄氏度，这是最适宜
蚕生长的温度。蚕农们说，在标准化蚕房

里，每年养蚕批次可以从12批增加到14
批，收入提高近两成。

当前，春蚕生产、收购均已结束。从
农业部调度情况看，今年桑园面积稳定，
春茧产量略增，价格大幅上涨，综合效益
提升，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局面。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桑园面积1247万亩，与上年
基本持平。其中，广西、四川、云南等3省
区面积较大，蚕桑生产布局继续保持“东
桑西移”态势，“桑—茧—丝—绸”全产业
链也在加速成型。

蚕桑产业横跨第一、第二产业，丝绸
企业对此最敏感。“我们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生产模式，目前年产600吨
半成品白厂丝和6万多床蚕丝被。”广西
一家丝绸企业负责人介绍说，公司的蚕桑
基地规模已经从2009年的6万亩发展到
今年的11万亩，产值是原来的3倍，丝绸
制品远销印度、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受国内丝绸产品需求增长影响，今年
蚕茧收购价格大幅上涨。据农业部统计，
上半年全国春茧加权平均价格每斤
22.43元，同比上涨22.9%。随着收购价
格上涨，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同时，蚕桑
综合利用发展迅速。桑果、桑果汁、桑叶
茶、桑枝食用菌等多元化产品发展较快，
产业综合效益显著提高。 本版编辑 于 泳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携手阿里
研究院、百度发展研究中心、滴滴政策研究院发布最新中
国互联网经济白皮书《解读中国互联网特色》。报告首次
从市场、用户、竞争格局等各个方面将中国与美国的互联
网行业特征全面对比，系统梳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发
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并对其背后深层次
的原因作了剖析。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较偏
重应用驱动型创新，通过技术、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相结合
推动了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很多独特创新。

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经济整体呈现出三大显著特色：
首先是大而独特，中国7.1亿网民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的
总和，互联网巨头和独角兽公司的规模和数量同美国一
样都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互联网市场结构与美国相比
有显著差异，中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应用较多，互联
网用户更年轻、更喜欢用手机上网以及更容易接受新鲜
事物。其次，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快速且具有较大增长
潜力，互联网新应用和服务普及速度快，诸多新应用在
中国的渗透速度远超美国。此外，中国互联网经济活跃
度高，波动也较大。服务和应用变化节奏快，互联网行业
风口现象更明显。

报告作者之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
总经理李舒表示，中国互联网在如此庞大的体量上还能
取得快速发展，是三方面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
一个驱动因素是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红利，包括人口红
利、人才红利、资本红利以及基础设施红利；第二是互联
网行业自身的高透明度，使得后来者更容易追赶；第三是
部分传统行业成熟度较低，留下大量市场空白，创造了中
国互联网跳跃成长的机会。

打破量产瓶颈 吸引产业投资

OLED显示屏“高”在哪
本报记者 秦海波

苹果公司刚刚推出的10周年特别版iPhone X的
一大亮点，就是全面采用了柔性OLED面板，而不是此前
的LCD面板。其实，在苹果之前，三星、华为、OPPO、
VIVO等手机生产商，都在积极使用OLED显示屏。与
此同时，京东方、华星光电、和辉光电、维信诺等中国显示
器厂商，相继增设OLED生产线，OLED因此成为显示行
业最火热的投资领域。

OLED是一种将自发光的有机材料附着于玻璃或塑
料基板上的显示技术，与液晶显示（LCD）相比，它不需要
背光源、滤色镜、偏振滤光器等部件，因此更轻薄。同时，
由于材料利用了自然发出的光源，可以展现出近乎自然
的颜色，在对比度、室外能见度、视野角等方面，也具有压
倒性优势。此外，OLED可以进一步设计出可弯曲、可折
叠的柔性屏幕。

基于上述优势，OLED显示屏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运动智能环等设备中，市场规
模不断扩大。根据市场调查机构IHS Markit的预测，
2017年OLED全球销售规模将达到209.94亿美元，是
2015年106.39亿美元的近两倍。

中国国内首款 OLED手机可追溯到 2014 年 9 月
份。当时金立推出的一款手机采用了三星的4.8英寸
OLED，以5.15mm超薄设计，成功创造当时全球最薄智
能手机的吉尼斯纪录。此后，华为、OPPO、联想、一加等
厂商纷纷开始与三星合作。截至去年底，在中国上市的
OLED屏手机多达30余款。三星显示战略市场部高级
副总裁李玗锺表示，三星显示将通过天津、东莞等生产基
地，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厂商的合作关系，支持中国厂商发
展的需要。面对强劲的市场需求，一度传出三星供货不
足的消息，对此三星方面表示正在积极开展相关投资，以
扩充产能。位于天津的三星OLED工厂，近期也在为日
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扩建。

在中小屏OLED领域，三星显示占据了全球市场
95%以上的份额，成为行业的引领者。三星显示的巨大
优势，缘于其10年来坚持不懈的研发和投入。OLED屏
产业早期由日本企业主导，但因发光物质有寿命周期、附
着技术等难题很难实现量产，日本企业相继终止了
OLED屏的研发。但是三星凭着锲而不舍的研发和设备
投入，最终实现了OLED屏的量产。今年5月份，三星在
美国SID大会上更是首次展出了可伸展的OLED屏，可
附着在衣物或人体上。

IHS Markit的数据显示，OLED屏在智能手机面
板市场的占有率，从2015年第二季度的34.1%，增长到
2017年第二季度的44.4%。预计到2018年，OLED将超
过LCD，坐上智能手机面板市场的头把交椅。中国光学
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梁新清认为，三
星在中小尺寸OLED屏上的成功应用，带动了整个行业
的技术创新，也对中国的显示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目
前，中国厂商已相继建起了6条至7条含有OLED生产
能力的六代生产线，以适应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波士顿咨询公司称

中国互联网经济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由科技部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
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以“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格局与使命”为主题，将聚焦全球
化背景下的世界科技创新格局。

据了解，本届论坛共由1场全体大会、2场特别论坛、
12场专题论坛组成，主要形式包括主题演讲、嘉宾对话、
成果发布等。从2008年首届论坛举办至今，浦江创新论
坛已经走过10年，经过10年发展论坛搭建起了一个跨
越地域和国家、连接不同学科和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高层次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平台。

2017浦江论坛将聚焦世界新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