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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副总编辑成孝海对话中国西电总经理裴振江

中国西电：坚定自主创新 五大业务板块绘就美好蓝图

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

来自西安的大型央企中国西电（

601179

）是

一家历史悠久、业绩辉煌的电气设备生产企业。

创办近六十年来， 这家公司伴随着中国电力事

业一起发展壮大，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与奇

迹。未来，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的趋势如何？ 中国

西电将向哪些原创技术发力？ 又有哪些向外扩

展的计划？

日前，证券时报“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行

动”采访团走进中国西电，证券时报副总编辑成

孝海对话中国西电总经理裴振江。 一个关于中国

西电的宏伟蓝图，在裴振江的讲述下愈发清晰。

积淀深厚

专注电能质量提高

成孝海：

在输变电行业中

，

中国西电目前处

在什么样的市场地位

？

这个行业目前是什么样

的竞争格局

？

裴振江：中国西电建得比较早，国内输变电

成套能力最强的只有西电一家。 随着我国电力

工业发展，许多企业逐渐发展起来，但他们基本

上都是在整个输变电行业涉足于某一个产品或

者产业，不像西电产业链这么完整，应该说西电

在中国整个输变电领域是位于前列。 我们现在

聚焦特高压行业， 我们对标的竞争对手都是国

际知名的跨国公司。

成孝海：

现在输变电设备产品或者市场有

哪些新变化

？

行业信息化

、

智能化

，

有什么样的

发展趋势

？

裴振江：电网建设一般是有一个逻辑关系：

在整个电网建设的时候先铺设电网， 电压等级

由低向高，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国家发电的

水利、煤炭资源都在西北、西南，用电的负荷都

在东部，东西部距离基本上几千公里，这种长距

离的电力传输就需要高电压等级的电力设备，

通过努力创新我国在特高压电网居于世界领先

地位。 目前国内特高压电网建设已经达到了国

际先进和领先水平， 下一步就是要提高电网的

送电质量，就是我们所说的电能质量提高，电能

的送电质量既在输电、也在配电领域。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智能电网， 围绕电能质量提

高和电网的智能化， 我觉得还有大量的工作可

以做。

成孝海：

实际上中国西电做的事就是提高

输变电电网质量的工作

？

裴振江： 在国内重大电网建设中西电参与

了很多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三峡工程的

电力送出、西电东送等等这些重大工程，中国所

有的第一条输变电线路， 从

110

千伏、

220

千

伏、

500

千伏，到

750

千伏、到百万伏，西电是主

要参与者和全部参与者。

作为设备制造企业来说， 电网质量提高很

多还要得益于电网设备的运营，包括节能降耗、

能效的提高都是和设备关联的，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提高电网质量。 电网的运营部门着重点也

在提高电网质量方面， 西电有这方面技术的研

发、创新，产品、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是一个潜

力市场。

西电在智能电网方面已经做了铺垫， 您今

天看到我们开关厂智能化

GIS

的开关设备，这

是我们较早研制的。 我们最早布置的时候国家

还没有提出智能电网的概念， 我们是往数字化

设备这个方向去部署的， 之后提出了电网智能

化，我们觉得这个与我们的部署完全匹配。

我们企业的技术标准通过不断完善成为国

家的标准，现在我国的开关、变压器等电力设备

的技术标准，很多是以西电的技术标准为基础。

一流企业做标准， 西电许多产品是真正做到了

这一步。

增速放缓

中国西电开发新业务

成孝海：

今年国家电网投资是多大的规模

？

未来国家对电网投资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

裴振江： 我们也是从电网公司的投资规划

上来看到一些信息，

2017

年是

4000

多亿，比

2016

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但

2018

年投资又

小幅增长，但是总体来看，我们觉得它基本上在

5000

亿这个水平。 也就是说在电网建设投资

中，当前是一个平缓的时期，不像以前很高。 尤

其对特高压项目建设来说，

2017

年已经显示了

特高压招标的量下降较多，

2018

年、

2019

年，后

续看到还是有，但是量都不像

2015

年、

2016

年

那么多，这是一个特点。

从电网公司的规划看，

5000

亿投资增加了

很多配网， 我国实际上配电电网的升级改造还

是必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

的矛盾。 电力需求也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相

关联，所以改善配网的供电能力和质量，也是符

合国家要求。 西电将会在加强智能化电网建设

中发力，电网投资总量没有大的增长，但在投资

结构上确实有变化。 特高压设备投资没有那么

多了，但是在其他领域会增多，比如在智能化、

新能源方面。我觉得西电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

也做了一些布局，去积极占领这方面的市场。

成孝海：

电网的投资增速在下降

，

特高压建

设项目有所减少

，

对公司有一定的影响

，

有没有

一些具体应对措施

？

裴振江： 特高压装备市场和任何行业发展

一样，总是从成长到饱和、最后到下降的一个过

程，所以在前期我们也做了一些布局。

西电在几年前，重组并购了天水、宝鸡、成

都、 济南等中压配电及配电基础产业的一些企

业，进行了配电的布局，配电这一块的市场还是

不错；第二，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有了直流换流

阀技术，我们再把这个技术向上延伸，发展电力

电子领域，因为电力电子的领域更广，在轨道交

通等很多方面都会有应用， 我们也专门成立了

一个电力系统公司进行发展； 再就是布局新能

源，从新能源的总承包到新能源的核心技术，如

并网发电很多技术我们都有产品应用。

柔性直流也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技术， 它适

用于城市电网、孤岛电网，需求比较大的，所以

我们也在努力突破， 中国的第一条南澳柔性直

流项目西电是主要供应商， 这些方面我们都会

有一些储备。

另外，围绕智能制造，我们也提前做了一些

布局。制造业是西电的强项，因为我们是装备制

造企业，制造技术是我们看家立命的核心，西电

通过制造技术向外延伸， 在输变电领域以及其

他的一些领域都有技术基础。所以说，西电也不

再单纯只是在输变电领域发展， 将会去拓展输

变电领域的一些新技术、新领域。

扬帆出海

随着“一带一路” 走出去

成孝海：

随着我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落实

，

相关国家的电力需求增长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

国家电力企业走出去了

，

这是一个机遇

，

中国西

电是怎么抓住这个机遇开展国外业务的

？

裴振江：我们在海外市场有许多历史业绩，

在我国输变电企业里我们是第一家走出去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 西电在东南亚是以性价

比高而出名的。 国外总觉得中国的产品出去主

要靠降价，我们不是，我们靠性价比高，更重要

还包括服务响应比较快， 所以说东南亚输变电

市场快一半被西电占领， 包括像新加坡这样的

高端市场，它都是用一流的企业的产品，西电的

产品进入之后基本上占领了它的市场。 还有我

国的香港地区，香港地区两大电力部门，中华电

力和港灯，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西电的开关和变

压器。从这些事例来说，我们从技术、工程施工、

运行管理等方面都有能力。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

西电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们在非洲，包括像苏

丹、埃塞俄比亚等等很多地方，还有南美，我们

都承担了大量的工程，优质的产品走出国门。

随着产品走出去，西电也将产业走出去。这

是制造企业的惯例， 国际跨国公司都是在企业

强大的时候，利用外部的多种资源也包括市场、

人力等资源推进产业走出去。 产业能走出去的

主要原因是拥有技术、品牌优势，西电通过科技

创新具备了这个优势。

中国西电已布局海外基地，如埃及、印尼，

这是规模比较大的， 再就是与俄罗斯电网的技

术合作。 产业走出去了也就标志着我们技术和

品牌能够走出去，实现了跨越。

以前我国的装备制造业想在国外建基地很

难，现在我们走出去完全是靠我们的技术，因为

这些国家看中的也是我们的技术， 我们以技术

品牌与他们开展合资合作。 西电在全球供货有

80

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是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今年我们又准备在“一带一路”

的国家或地区再做一些产业布局。

我们在海外还有一些布局， 包括像克罗地

亚等，有些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所以说，围

绕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要抓住“一带一路”

倡议机遇，让产品、产业同时走出去，为国家创

造更多的外汇收入，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成孝海：

去年中国西电年报上海外收入

16

亿

，

今年

，

或者明年会不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

裴振江： 前段时间我们刚进行了半年的战

略规划的评审，大家一致认为，国家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海外发展机遇。

从西电自身来说，国内市场受到一些挑战，也需

要不断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 我们从战略规划

来说是要加大海外市场开拓，计划到

2020

年海

外业务占比达到

20%

到

30%

，才能撑得起跨国

公司这么一个概念。

产品丰富

输变电成套能力强

成孝海：

我看了一个资料

，

就是说中国西电

是输变电设备行业中唯一的央企

，

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准确

？

裴振江：这个说法不准确。 可以说，我们是

输变电设备行业中成套能力强的央企， 现在也

有一些输变电设备企业， 他们都是生产单个的

产品，不是做变压器，就是做开关。

一五期间， 国家把西电作为一种产业进行

布局，所以我们输变电成套能力是国内最强的。

作为央企责任更大，西电需要落实国家战略，这

是责任恰恰也是机遇， 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同时

也给企业带来很大发展空间。

新时代有新要求， 我们认为是要提升自身

的制造能力。下一步，中国西电也会发展智能制

造业务， 我们将来也会给一些企业提供工业的

服务， 中国西电承担了工信部

7

个国家示范项

目。 在军民融合方面，中国西电相对薄弱，但同

时也很有发展潜力。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中国西电的配电

方面有优势。 我们最近还有一个项目正在争取

立项，是关于电能储存的。现在光伏和太阳能发

电，大家都觉得这个电是垃圾电，主要是因为它

没有把电能储起来，它不是一个很平稳的电波，如

果有储能装置的话它就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攻克储能技术。

中国西电作为央企，在落实国家战略的同时，

技术创新也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成孝海：

资料上讲

，

中国西电是行业内自主创

新能力最强的企业

。

请介绍一下技术研发和创新

的情况

，

中国西电目前有哪些属于特别高端的产

品

，

已经投入市场

？

裴振江： 西电的发展历史就是创新的历史，

1959

年西电成立之后不久， 前苏联很快停止援

建，也就导致我们必须技术自主化。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得益于三峡工程， 我们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

技术合作，掌握了许多先进技术。

随着国家电网发展， 像

800

千伏、

1000

千伏

特高压项目实施，国外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我们的企业必须要自己科技创新， 这些年西电一

直是抓住创新，也得到自己在行业的地位。具体做

法是：

第一， 中国西电一直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

能力。

2006

年，中国西电就做了一个比较长远的

科技规划，确定了公司的发展目标，哪些技术是核

心，自己怎么样去创新；

第二就是研发构架， 我们基本上建了两大层

面，一个集团层，一个是企业层，集团层也是逐渐

在建，我们下决心专门成立中央研究院，完全是由

西电自有的，我们为研究院拨科研经费进行研究，

院长我们是引进有国际科技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

人。 我们在几家产业公司都设立了研发中心。

第三是我们在重点的产品项目上， 进行顶层

规划设计。 围绕国内电网建设， 以及特高压的交

流、直流的换流变、换流阀、开关等，所有这些设备

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还有一些核心技术我们在攻克难关， 像发电

机保护断路器、柔性直流技术，很多实验设备也都

是自己在做。 我们也积极参与国家的一些科技项

目，如国家的

863

、

973

项目。

中国西电这些年取得很多成果， 国家科技进

步奖我们获得

12

项，其中特等奖有

2

项、一等奖

有

4

项； 西电有两个任期连续获得了中央企业科

技创新特别奖；较早布局知识产权管理，公司快突

破

2000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300

多项，包括获

得中国专利奖的有

9

项，金奖

3

个。

西电也注重参与行业标准的制修订。 尤其是

走出去更体现标准的重要性， 西电这些年为了走

出去，对海外出口产品重新做了国际试验，因为有

些国家用户产品标准体系和国内有所不同， 要求

也不一样。

成孝海：

多年来中国西电一直致力于输变电

设备的制造

，

在输变电产业之外

，

有没有进入一个

新的领域的想法

？

裴振江：应该说是肯定有的，我们第一步想做

的就是最好和自己业务能关联的、上下游的，至少

技术上有一些相通。例如电网的智能运维。新疆有

很多石油系统， 有时候一个系统就有一两百个

11

万以下的变电站，他们对这些变电站的要求是，变

电站从建设到运行都可以交给中国西电。 西电也

提出，下一步我们还可以通过在线监测、远程诊断

减少成本，这样的话，以后西电不再是简单提供输

变电设备了，也不再是提供简单服务，而是变成了

智能运维系统服务商。

目前咱们国家还有很多领域的装备， 尤其高

端装备受控于人，没有国产化。 我们输变电设备已

经实现了国产化。 原来一些高端的装备基本上是

国外公司在做，这些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逐步

实现了输变电设备的国产化。

继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成孝海：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产品的销售占了

52%

，

市场上有声音认为这个比例较高

，

公司对此

怎么看

？

裴振江： 当时国家建立西电输变电基地的时

候，第一个目的是首先要满足国家电网建设。 这些

年国家电网建设空间又很大， 电网技术进步也很

快， 中国电网建设目前在全世界所有电网来说都

是最先进的。 当时国家有一个要求，国内有这么大

的一个市场份额， 央企首先要满足国家建设的需

要，因此公司第一大客户占比较高是正常的。

输变电技术里还有广阔空间， 比如提高电能

质量。 大家吃饭也分粗粮和细粮，电也有精电和粗

电，什么叫精电？ 就是用户对电网的安全和稳定要

求很高，我们自己技术有个术语，叫电压的斩波都

有要求的， 我们如果通过这些设备的应用让电网

很稳定，这样的话公司设备售价可以高一些。 我相

信一些高端用户，包括医院、制药厂等是千万不敢

停电的，甚至电压都不敢有多大范围的波动，这也

有一些潜在的市场和用户， 西电要在这些方面做

工作。

成孝海：

从

2012

到

2016

年

，

公司的净利润有

五年都是连续增长的

。

2017

年净利润是近六年来

首次出现下滑

，

什么原因造成的

？

裴振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特高压产品

西电有技术优势，所以当时电网建设特高压工程，

西电的业务比较多， 而其他的一些常规产品就会

做的少一些。 客观地说，特高压产品的利润率还是

要比常规产品好一些， 随着特高压产品市场需求

的下降，会有一些影响。

第二就是近两年原材料上涨。 原料涨价对整

个利润有一些影响。 我们要拓展新的利润点，加强

网外市场开拓。 行业和企业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下

一步我们将加强自身的管理，推行精益生产、精益

制造，来降低成本。

国外很多企业对成熟的市场和产品，都会通

过成本下降来提升竞争力，所以西电也要开展这

些工作，就是在传统、常规市场方面通过降成本、

提升管理，使我们产品一有竞争力，二能够提升

效益。

成孝海：

公司提出来

，

今年预计完成销售收入

是

149.3

亿

，

这个指标今年有多大把握能完成

？

裴振江：我们今年应该能够完成这个指标。

刚才说到的年初

200

多亿的累积订单当中，

我们也能测算出来，一部分都可以在今年实现。 因

为像特高压装备的生产都有周期，一般要一两年。

根据生产量，在手的订单排产也要排到这个时候。

成孝海：

公司未来整体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

中

国西电最终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总体目标

？

裴振江：立足于输变电领域，是国务院国资委

给我们定义的主业，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主业

突出。 到十三五，我们确定了以下业务板块：

第一个就是电力产品， 就是我们原来传统这

一块。

第二是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不光是原有在做

的，很多电力电子行业都要延伸的，以及新的微网

这些建设。

第三是电气产品， 电气产品主要是适用于国

家配电领域，以及海洋和轨道交通，包括军民融合

很多项目。

第四是工业自动化， 中国西电计划通过智能

制造这个领域，提升我们自身的制造技术，我们准

备把这一块作为一种产业做大。

第五是设备成套和工程总承包， 我们实际上

在海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我们做了很多

EPC

项

目，下一步要加强，因为这才能真正体现西电成套

能力强的优势， 我们这个优势在有些地方没有发

挥好，这方面要加强。

企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

力成为关键。 对中国西电来说，就是要在特高压输

变电领域成为最具创新力、 最具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我相信中国西电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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