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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在淄博举行

积极拥抱能源互联网新时代
以清洁之源数字之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淄博10月13日讯 10月13
日，2021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
在淄博举行，业内专家学者、
业
界精英翘楚济济一堂，交流学术
成果、
碰撞思想火花，共商清洁
能源互联创新路径，聚力“双碳”
目标实现、
赋能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
技装备司副司长刘亚芳、
清华大
学副校长曾嵘、
淄博市委书记江
敦涛致辞；淄博市委副书记、
市
长马晓磊发布《淄博市实施减碳
降碳十大行动工作方案》；中国
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碳中和研
究院院长贺克斌，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
长周孝信作主旨报告；张良栋、
夏清、
康重庆等清华大学和国家
能源互联网产业及技术创新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
）的专家学
者应邀出席；联盟秘书长赵伟主
持；市领导袁良、
王昌、
魏玉蛟出
席会议。
刘亚芳在致辞中表示，能源
互联网对于提高可再生能源消
费比重、
促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
利用、
提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推动能源市场开放和产业升级、
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
积极作用。国家能源局将着眼
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
两大目标任务，健全完善能源领
域“双碳”政策体系，加快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着力推动能源消费
方式转变、
促进节能提效。希望

■

造品质民生新范式。我们一定
厚植能源互联网发展的沃土，携
手更多有实力、
有情怀的城市发
展合伙人，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
美好未来。
本次大会以“聚力双碳目标
实现，清洁能源互联创新”为主
题，由清华大学、
国家能源互联
网产业及技术创新联盟主办，来
自全国的800余位领导、
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受邀参加。会上，
为联盟“电力碳中和专委会”授
牌；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长期会
址落户淄博；国家高新区能源互
联港、
国家高新区金融科技中
心、
独角兽生态岛起步区、
直播
跨 境 电 商 基 地 揭 牌 ；发 布 了
《2021国家能源互联网发展年
度报告》
《数字驱动绿色发展，城
市“双碳”行动倡议书》；淄博市
政府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能链
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淄博高
2021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现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贾亮
新区与联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山东省能源环境交易中心有
与会专家学者、
产业界人士集众
新发展现状，找准前进的目标和
为构建优良生态探索了全新路
限公司签订能源环境交易平台
智、
汇众力，为贯彻落实“双碳” 方向，
践行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径，淄博要谋划实施减碳降碳十
协议；联盟为淄博市政府颁发
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
江敦涛在致辞中表示，能源
大行动，打造全面脱碳、
清洁替
曾嵘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实
互联网为实现清洁生产嵌入了
代、
互联泛在的新型能源供给体 “优秀合作伙伴奖”，为其他“优
秀合作伙伴”单位及参加视频直
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技术来源
关键变量，淄博要坚持以能源革
系，彻底突破生态瓶颈制约，借
和重要技术路径，能源互联网产
命引领产业革命，大力推进“六
势借力绘制绿水青山新画卷。 播优秀专家代表颁奖；刘海涛、
曾勇刚、
戴震、
赖晓文、
李卫东、
业及技术迎来了重大历史发展
大能源工程”，加快建设综合能
能源互联网为点亮美好生活提
张剑辉等业内专家学者、
领军企
机遇。我们要面向“两个大局”， 源港和区域能源中心，助力推深
供了幸福火种，淄博要不断拓展
业负责人作了主题报告。
咬定“双碳”目标，凝聚共识、
共
做实“优存量”
“ 扩增量”两篇文
清洁能源在供热取暖、
绿色 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同担当、
接续努力、
服务国家 。 章，推动传统产业弯道超车和新
筑、
交通出行、
农业农村等领域
记者 马冠群 特约记者 宋
希望大家能够更全面、
更深入地
兴产业换道超车，借势借力打开
的应用场景，着力推动氢能、
光
泽明 张晓军
了解能源互联网产业和技术创
产业升级新空间。能源互联网
伏等走进千家万户，借势借力打

相关评论

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何以花落淄博？
10月13日，2021国家能源互
联网大会在淄博开幕。同时，淄
博市政府和国家能源互联网联
盟决定，淄博高新区将作为国家
能源互联网大会的长期会址。
能源，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在欧美，因能源供
需错配导致的能源危机，令无数
家庭苦不堪言。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
席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发
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倡议
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
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
力需求。这一倡议，为我们指明
了能源革命的方向和路径。
作为全面贯通生产、
传输、
存储、
消费以及市场的能源系统
演进高级形态，能源互联网不仅
是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
配置、
使用的重要平台，更是突破能源
发展资源约束、
环境约束、
时空
约束的根本之策。对于我们每
一个人而言，高品质的生活，也
离不开高品质的能源保障。
作为老工业城市，能源是淄
博经济发展的命脉，淄博同时也
是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当前，

淄博正聚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可以说，
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的进程中，淄博，不仅任重而道
远，也应当成为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表率。
“聚力双碳目标实现 清洁
能源互联创新”，本次国家能源
互联网大会的主题，当下无疑正
是淄博以及全国各地都在努力
探索的路径与目标。
国家能源互联网大会这一平
台落户淄博，将为淄博以及全国
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
保障能源安全，
发挥重要价值。
两年前，刚到任淄博不久的
江敦涛书记，曾屡屡提及“平台
思维”重要性。在市委十二届八
次全会上，江敦涛指出，
“要充分
认识平台的妙用，强化平台思
维，珍惜并用好我们链接的外部
平台和我们自己建设的平台，让
这些平台链接的资源要素为我
们所用，助力淄博‘双招双引’和
转型发展，把作用发挥到最大
化。
”搭建平台，发挥平台之力，
显然被赋予了厚望。
今年8月15日召开的市委十

二届十二次全会又强调，面对新
形势、
解决新问题，
我们必须加快
推动认知迭代，
以战略眼光、
前瞻
思维超前抢占新赛道，塑造未来
新优势，实现换道超越。要以数
字驱动产业升级、
以平台驱动供
需对接、
以资本驱动价值聚变，
推
深做实“优存量”
“扩增量”两篇文
章，
答好加快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在本次大会的致辞中，江敦
涛表示，当前，能源互联网浪潮
的兴起，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提供了有力抓手，也为培育清
洁能源、
绿色环保等未来产业带
来了难得机遇。立足“双碳”战
略下的时代背景，尤其需要我们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以思想升维、
认知
迭代，率先拥抱能源互联网新时
代。淄博要借势借力打开产业
升级新空间，绘制绿水青山新画
卷，
打造品质民生新范式。
从“平台思维”，到“认知迭
代”，以及已经深入人心的“有解
思维”，淄博市不断对领导干部
的思维理念、
综合素质和能力提
出新要求，而这正是破解转型难
题的关键一环，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近两年来，淄博市大力推进
节能减排，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抓住能
源互联网的浪潮，将对彻底突破
生态瓶颈制约，加快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人和的生态之城，发挥无
与伦比的作用。
淄博高新区是创新人才和
资源的富集地，被定位于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集聚发展
的主要承载区，发展外向型经济
的主要窗口，加大改革力度、
增
强体制机制活力、
激发干部活力
的先行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提高干部作风能力素质、
以市场
化法治化专业化理念优化营商
环境和发展环境的示范区。作
为“三区一窗口”，多年来在国内
积累了深厚的人才、
技术等资源
优势，这也为国家能源互联网大
会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
去年10月中旬召开的淄博
新经济大会上，在政府相关部门
的努力下，山东能链控股有限公
司与淄博市达成了战略合作。
11月12日上午，仅用了半天时
间，能链物流便在淄博高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办完登记注册等各
项手续。中国最大的能源数字
化服务商山东能链控股有限公
司将主营业务正式从北京迁入
淄博。谈及企业将主营业务从
北京迁移至淄博的考虑时，能链
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先是出
于山东是全国的炼化大省，淄博
又是炼化大市的行业优势。此
外，更是看中了淄博优渥的营商
环境。
“淄博市领导、
高新区领导
拥抱新经济，
敢于先行先试，
帮助
企业落户，
陪伴企业成长，
这在国
内其他城市是感受不到的。
”
优越的发展环境，来自于高
瞻远瞩的发展规划与理念。紧
盯前沿、
打造生态、
沿链聚合、
集
群发展……成为国家能源互联
网大会长期会址的淄博，为高质
量发展搭建起一个“高端平台”，
让淄博置身于全国、
全球发展的
大环境中，以自身优势，结合资
本、
技术、
人才的引进，必将为淄
博经济转型提供强大动力！为
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历史
性贡献！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