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 6 年
举办“绿电”活动。与往年
相比，今年清洁能源高效利
用，“绿电”成效更加亮眼；
智能科技广泛应用，“绿电”
技术更加先进；交易方式不
断创新，“绿电”范围更加广
阔；社会参与持续拓展，“绿
电”感知更加丰富。

以“民生改善”为重点，聚焦绿色出
行、绿色生活。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不
断拓展电能替代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
动“绿电”行动进校园、“绿电”响应进园
区、“绿电”保障进湖区，形成社会主动
参与、友好互动的清洁电力替代新模
式。

投运国内首座侧位式换电站，在两
市一州投运 7 座公交充电站，服务 2000
余辆电动公交车高效运行，全面启动 30
座充电站的改扩建工程，做到绿电服务
民生、贴近百姓。向全省推广蓄热式电
锅炉，上半年清洁供暖用电量 6.2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8%。

积极服务省内首个青海大学清洁能
源示范校园工程，屋顶光伏年发电量达
到 135 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 166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47 吨。引导重
点行业用户在午间光伏大发期间满负
荷生产，月增加光伏消纳 3600 万千瓦
时，提升光伏利用率；无光期间用户避
峰，削减高峰负荷 50 万千瓦，缓解光伏

“昼发夜无”的供应矛盾。
为环青海湖电动汽车挑战赛参赛车

辆加充绿电，聚力打造环青海湖电动汽
车挑战赛业界品牌。按期投运盐湖通
勤充电站项目，开启盐湖集团绿电通勤
时代。首批电动化替代通勤车 24辆，月
均替代燃油 1.8 万升，替代电量 3.8 万千
瓦时，减少碳排放 12.7 吨。完成 120 辆
车全电动化替代后，月均替代燃油 8.85
万升，消纳绿电 19.2 万千瓦时，减少碳
排放 63.5吨。

2022年“绿电”行动硕果累累
西海全媒体记者 彭娜

清洁能源是青海的优势资源，
也是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优
势所在。截至目前，全省电网总装
机 4325 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
3933 万千瓦，占比 90.9%；新能源装
机 2674万千瓦，占比 61.8%，我省电
网已成为全国清洁能源、新能源装
机占比最高的省域电网。

上半年，全省清洁能源发电量
426.7亿千瓦时，占比 84.8%。其中，
新能源发电量 212.6亿千瓦时，占比
42.3%；日发电量超过 1亿千瓦时的
天数 138 天，占比 76.2%；日发电量
超过水电的天数 96天，占比 53%。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建成投运
首个世界规模最大的 21 台分布式
调相机群 ，释放新能源发电能力
350 万千瓦，上半年青豫直流配套
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加 47.9%。我
省电网已成为东接甘肃、南联西藏、
西引新疆和直通中原的交直流混合
型、多端枢纽电网，承担着西北乃至
全国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任务。

今年“绿电”活动期间，省内用
电负荷全部由清洁能源供应，全清
洁能源供电周期延长至 35 天。预
计清洁能源发电量 99.75亿千瓦时，
占全省用电量的 110%，相当于减少
燃 煤 453.4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816.1万吨，新能源发电等指标达到
领先水平。

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同时，智能科
技广泛应用。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创
新应用多能源电力系统互补协调调度
与控制系统，实现不同时间段优化调度
与实时控制功能的有效集成，提高全网
供电保障水平和新能源消纳能力。新
能源大发时段送出通道利用率达到
99.5%，增发新能源超过9000万千瓦时。

升级应用新一代调度控制技术，
功率预测技术从确定性预测向概率预
测升级转变，短期预测时长扩展到 10
天，新能源预测精度平均提升 2.1个百
分点。推广应用源网荷储互动技术，
提出大规模储能“四统一”（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统一运营）发展

模式，成为各方的共识与行动。通过
完善源网荷储协调平衡策略、优化储
能电站充放电模式等手段，提升新能
源午间消纳空间 100 万千瓦以上，提
升全网新能源利用率 1.2个百分点。

探索应用线路动态增容技术，提
升新能源送出能力和重负荷地区供电
能力。并充分发挥电力大数据准确性
高、实时性强、价值密度大、采集范围
广的优势，创新构建全省规上企业专
属电-碳模型，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测
碳服务。企业无需加装碳排放采集设
备即可快速建立企业专属“电碳账
户”，为我省 114家规上企业节约一次
性投资超过 1.5亿元。

为为114114家规上企业家规上企业

节约投资超节约投资超11..55亿元亿元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还不断创新
交易品种，组织新能源电站与用户开
展绿色电力交易，在电能量价值的基
础上体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为用
户颁发绿色电力交易证明，通过“证电
合一”的交易模式，实现绿色电力交易
品种优先组织、优先执行、优先结算，
满足用户主动购买绿电的需求。

组织全省大中型水电、新能源发
电企业与市场化用户开展电力直接交
易，通过缩短交易周期、增加交易频次
为市场主体提供合同偏差调整手段，
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发电利用率，保障

电力供应和价格稳定，促成新能源交
易电量 16.8亿千瓦时，水电 24.42亿千
瓦时。

组织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与
4 座光伏电站和 4 座风电场开展中长
期分时段电力交易，按照“时段不同、
价值不同”的原则，发挥市场手段，拉
大峰谷价差，推动中长期交易由电量
交易逐步向电力交易转变，引导市场
主体合理调整发用电策略，以市场机
制引导发用侧协同互动，推动电力市
场由“源随荷动”向“源网荷储协调互
动”转变，达成交易电量 0.3亿千瓦时。

预计清洁能源发电预计清洁能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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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刘梦晖 主任:柴晓萍 责校:小冰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彭娜）
7 月 24 日，我省举行“青绿之约”青海
绿 色 电 力 行 动 成 果 发 布 暨 绿 色 电 力
市场启动仪式，发布今年“绿电”行动
成果，启动绿色电力市场。

以第 23届青洽会、第二届生态博览
会为契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从 6 月
25 日至 7 月 29 日连续 35 天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绿电 5 周”系列活动，让清洁能
源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
活动期间，开展“青绿之约”绿色电力交
易，培育省内绿色能源新业态，高效运
行国内首个新能源大数据中心，建成碳

排放监测分析平台，实现碳排放全景
看、一网控。这既是“绿电”行动的再一
次创新探索，更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
又一项生动实践。

2017 年以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连续 5 年成功实施“绿电”7 日、9 日、15
日、31日、31日创新实践，刷新并保持着
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录，“绿电”活动
已成为我省能源转型发展的“金色名
片”。5 年“绿电”活动，累计清洁发电
251.56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 114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058 万吨，新能源
发电量占比从 19.4%提升到 31.8%，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共
赢。

今年的“绿电”活动，省内用电负荷
全部由清洁能源供应，全清洁能源供电
周期延长至 35 天。预计清洁能源发电
量 99.75 亿 千 瓦 时 ，占 全 省 用 电 量 的
110%，相当于减少燃煤 453.4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816.1 万吨，新能源发电等指
标达到领先水平，生态效益进一步提
升。6 年来，我省“绿电”活动预计清洁
发电 351.31亿千瓦时。

仪式上，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发布
多项“绿电”行动成果，启动青海绿色电

力市场，开启绿电消费全新模式。我省
为两家企业颁发绿色电力交易证明，组
织多家市场主体签订绿色电力交易多
年框架协议，这是我省电力市场的重大
机制创新，是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
的重要工作举措，对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省内首次绿色电力交
易，8 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 2 家电力用
户成交电量 6000 万千瓦时，23 家新能
源电站与 42 家电力用户签约 2022 年至
2027 年绿色电力交易总电量 62.7 亿千
瓦时。

青海绿色电力市场启动
6年来“绿电”活动预计清洁发电351.31亿千瓦时

积极推动社会

参与“绿电”行动

丰富交易品种

推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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