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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电厂趋热 多地明确提出规划方案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出现 35℃以上高
温天气，多个城市连续出现高温。经济复
苏叠加高温天气，我国用电负荷较快增
长，
虚拟电厂频频进入公众视野。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
发的《
“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以及天
津、北京、上海等 10 余省份相继发布的“十
四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及碳达峰实施方
案，
均对发展虚拟电厂提出明确要求。

虚拟电厂受关注 国家加紧布局
何为
“虚拟电厂”
？
“虚拟电厂并不是个发电厂，而是一
套能源管理系统。它安装在工厂等用电
大户的控制终端，把可中断的如空调、照
明等负荷纳入到控制序列，在不影响企业
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通过精准控制达到供
需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
事长杨昆说。
在江苏常州，一家商场的空调控制模
块已接入负荷集控系统。该系统分析后
发现，目前正是当地用电高峰，需降低用
电负荷来平衡电网供需。30 秒后，系统将
商业综合体内功率为 1200 千瓦的空调负

荷自动降到 600 千瓦，商场内的温度只上
升了 1℃，
并没有影响到顾客的购物体验。
按照以往，当出现较大用电负荷时，
传统解决办法是在发电端扩建电厂、紧急
调动备用发电资源，同时加强用电端的有
序使用。
不过，如果仅仅通过扩建电厂来满足
尖峰时段的用电需求，有可能在用电低谷
期产生巨大浪费，有序用电造成的停工停
产也会对企业生产造成冲击。因此，虚拟
电厂成为有效解决用电负荷的新方案。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需求
侧的响应将负荷降下来，对整个电力行业
发展会产生更好的作用。
据了解，早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就
已开展虚拟电厂的试点工作，部署多个虚
拟电厂项目，取得很多经验和数据。比
如，上海于 2017 年建成黄浦区商业建筑虚
拟电厂示范工程。2019 年，国家电网冀北
电力公司优化创新虚拟电厂运营模式，并
服务北京冬奥会。
《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进一
步提出，开展工业可调节负荷、楼宇空调
负荷、大数据中心负荷、用户侧储能、新能

源汽车与电网能量互动等各类资源聚合
的虚拟电厂示范。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大力提升电
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加快灵活调节电源
建设，引导自备电厂、传统高载能工业负
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电网
络、虚拟电厂等参与系统调节。

可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杨昆表示，作为能源智能化的新业态
和新模式，
虚拟电厂应用前景广泛，
在电网
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发展虚拟
电厂对促进电网供需平衡、实现分布式能
源低成本并网、充分消纳清洁能源发电量、
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家表示，自 2001 年起，欧洲各国就
开始开展以集成中小型分布式发电单元
为主要目标的虚拟电厂研究项目。近年
来，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逐步加入虚
拟电厂研究及部署行列。
2021 年 8 月，国家电网江苏电力有限
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城区
用户与电网供需友好互动系统通过验收，

将这一负荷精准控制模式延伸到居民用
电侧，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维持电力供
需平衡的目的。
除了电力“智能管家”的角色，虚拟电
厂还能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出现间歇性
时，通过储能装置把它们组织起来，进行
集成调控，
起到
“聚沙成塔”
的作用。
国家电网江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袁宇波说，虚拟电厂可
平抑新能源电力的强随机波动性，提高新
能源的利用率，对多种分布式能源进行聚
合、优化控制和管理，为电网提供调频、调
峰等辅助服务。
当前，相关企业纷纷加速布局。华北
电网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虚拟电厂参与辅
助服务市场交易，国家电网浙江综合能源
公司智慧虚拟电厂平台上线，国电投深圳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虚拟电厂平台参与
电力现货市场交易。

市场前景可期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当前虚拟电厂尚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说，明确的“双碳”目标
为我国虚拟电厂发展打开市场新增量。
虚拟电厂的产业链由上游基础资源、中游
数字平台和下游虚拟电厂聚合商三者共
同组成。
据介绍，上游基础资源又可细分为可
控负荷、分布式能源以及储能系统，
如工厂
车间、商场楼宇、大型用电设备等。中游的
数字平台是虚拟电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
智慧能源控制系统，
可与电力调度中心、电
力交易中心互动。产业链的下游可以为广
大用户提供配电、
电网接入和营销服务。
杨昆认为，随着分布式电源、电动汽
车、储能、微电网的快速发展，虚拟电厂的
资源聚合方式，将使工厂、居民都可以参
与到虚拟电厂的价值创造中，成为能源互
联网的重要形式。
“在‘双碳’目标及新能源产业蓬勃发
展的背景下，虚拟电厂将迎来发展机遇。”
王鹏说。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工程师吴鹏表
示，虚拟电厂可以广泛聚合用户侧的资源
并参与系统灵活互动，将缓解系统供需矛
盾，
促进新能源消纳。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
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
湾地区，外交部 8 月 5 日宣布采取以下反
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
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
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台，严重干涉中
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

平稳定。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中方
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对
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中消协将对月饼过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

富阳：
“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首站研学中心”开放
昨日，党员志愿者（右一）为参观者介绍“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首站研学中心”。当日，
“文澜阁《四库全
书》抗战西迁首站研学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渔山乡五岭村正式开放。该研学中心展示了 1937 年文澜阁
《四库全书》抗战大转移首站至富阳渔山乡石马头自然村（今五岭村）秘藏的过程，以及图片、文字、档案文献、数码影
音等相关史料，全方位展示当时社会各界为保护珍贵文化典籍所做出的努力。

浙江发布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在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之际，浙江
省体育局 5 日发布《2020 年浙江省全民
健身发展指数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
这也是浙江首次面向社会发布全民健身
发展指数。
指数评估设置“全民健身基础条件”
“全民健身参与程度”
“ 全民健身综合效
果”三个一级指标，
“ 健身场地”
“ 健身经
费”等九个二级指标，
“ 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全民健身综合满意度”等 30 个三级
指标，指标体系满分为 100 分。调研覆

盖了全省 48 个县（市、区），大数据来自
33768 个问卷调查有效样本。
报告显示，2020 年浙江全民健身发
展指数得分为 80.69 分，总体发展状况较
好。其中，湖州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得
分最高，为 85.54 分。报告还显示，浙江
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国民
体质合格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等核心
数据居全国前列。
不过调研报告也显示，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公

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
存在。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
学院副院长李启迪表示，下一步要统筹
推进山区 26 县乡村全面振兴，更加注重
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开展多元化体
育活动。
据悉，从今年起，浙江将每年发布一
次全民健身发展指数，以指数评估引领
与促进全省全民健身工作事业发展，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8.9万人
记者 5 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获悉，
可及、就在身边。
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全国刑侦部门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王永明介绍，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国
来，截至 7 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出动警力 “百日行动”中依法严惩侵害妇女、儿童、
刑侦部门共打掉涉黑组织 14 个、恶势力
1205 万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2305 万
老年人犯罪，
有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集团 176 个、恶势力团伙 159 个，集中抓
人次，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 8.9 万
公安部刑侦局二级巡视员王永明介
获涉黑涉恶目标逃犯 34 人。
人，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区域性临查临检
绍，
“百日行动”中，全国刑侦部门已侦破
“公安机关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行动 25.6 万次。
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124 起，抓获犯罪嫌
民群众继续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百日
据介绍，6 月 25 日以来，全国公安机
疑人 321 人，找回失踪被拐妇女儿童 153
行动’，协助公安机关严打严防各类违法
关全警动员、全力以赴，迅速投入“百日
名；侦破性侵案件 2489 起，抓获犯罪嫌
犯罪活动，共同维护家园安宁。”公安部
行动”，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铁腕整
疑人 2532 人；侦破养老诈骗案件 5944
“百日行动”办公室主任、治安管理局局
治社会治安乱象，攻坚化解各类安全隐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008 人，打掉养老
长仇保利表示，公安机关将多措并举，进
患，全面净化社会面环境，以强有力的实
诈骗犯罪团伙 800 个，
追赃挽损 48 亿元。
一步把“百日行动”推向深入，坚决实现
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全国刑侦部门还依法严惩涉黑涉恶
惩治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整治一批社会
安全感，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到安全触手
犯罪，组织开展黑恶犯罪线索“回头看”，
治安混乱地区，
化解一批安全风险隐患。

为进一步遏制月饼过度包装现象，中
国消费者协会与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
业协会将在今年中秋节前联合对月饼过
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
这是记者 5 日从中消协获悉的。此
次消费监督工作将参考新修订的《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
国家标准。考虑到新标准将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企业和市场还存在标准
过渡期，监督工作将兼顾过渡期“双标并
行”。中消协将发动全国消费维权志愿者

采取随手拍等方式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月
饼包装进行监督，同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
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今年中消协联合国内 14 家主要行业
协会向广大经营者与消费者发出“反对商
品 过 度 包 装 践 行 简 约 适 度 理 念 ”的 倡
议。中消协有关负责人建议，企业要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新标准的要求，严格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消费者要自觉践行绿色
消费理念，不选购、不使用过度包装的商
品。

时隔近 5 个月 伊核协议相关方重回维也纳谈判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
代表阿里·巴盖里 4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多个相关方代
表举行会谈。
这是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暂停近 5
个月后，协议相关方重返维也纳磋商。美
国方面一直间接参与谈判，美国伊朗问题
特使罗伯特·马利将通过欧盟对外行动署
副秘书长恩里克·莫拉与伊朗方面对话。
德新社援引一名欧盟外交官的话报
道 ，伊 朗 和 美 国 达 成 协 议 存 在“ 切 实 可
能”，但并不容易，双方仍须就解除部分对
伊朗制裁的技术性细节达成共识。
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交官说，谈判
围绕最新草案展开，其中包含如果美国再
次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时伊方获得的保
证。伊方先前要求恢复履约后确保伊朗
经济利益。另外，双方同意搁置此前僵持

不下的一大问题，即伊方要求美国政府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名单中
删除。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
翰·柯比 4 日告诉媒体记者，协议已在桌
面上，
伊朗
“应该接受”
。
2015 年 7 月，
伊朗与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2018 年 5 月，
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
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协议
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
“可逆”
。
2021 年 4 月起，伊朗与伊核协议其他
相关方在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
恢复履约问题。谈判今年 3 月以来暂
停。在欧盟协调下，伊朗和美国 6 月底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就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举
行间接谈判，
但未取得进展。

美国宣布猴痘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4 日宣布猴
痘疫情为该国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称此举
将提升全美对这一传染病的应对水平，但
不少专家警告说前景恐怕不乐观。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4 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本次猴痘疫情以来，全球
已累计报告猴痘病例约 2.68 万例，美国已
报告超过 7100 例，是目前全球确诊猴痘
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猴痘病例较多的
州有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
等，这三个州此前已分别宣布进入猴痘疫
情紧急状态。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4 日宣布猴痘
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称有信心通
过各项防控措施在猴痘疫情进一步扩散前
将其控制住，但众多专家对此表示质疑。

他们说，美政府正在犯下与新冠疫情出现
时同样的应对不力错误，
在病例数据采集、
检测和疫苗方面都处于落后和混乱状态。
美国全国性病科主任联盟执行董事戴
维·哈维 4 日在美国宣布猴痘疫情为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后发表评论时质问：
“支持性
病诊所分发相关疫苗和治疗病人的资金在
哪里？”此前哈维 1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
“这次疫情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的公共卫
生危机。我们在州和地方一级仍处于非常
混乱的局面，
无法有组织应对。
”
世界卫生组织已于 7 月 23 日宣布多
国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当前可以发布的
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