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能源托管模式的智慧路灯方案合作及介绍 

一、 企业介绍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能源”）是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央企）旗下专注综合能源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南方电

网“一主两翼”战略布局中综合能源业务的实施主体，总部位于广州。公司主营

节能环保、新能源、分布式能源与能源综合利用等业务，位列 2017 年“全国节

能服务公司百强第 1 名”。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公司坚持致力于构建覆盖能源生产、输送、消费的综

合能源服务体系，打造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平台，建成了一大批在全球、全

国有影响力的大型示范项目，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综合能源利用解决方案，已发

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屋顶分布式光伏投资运营商，是全国领先的工业节能、建筑节

能、照明节能服务商，在分布式能源、能源综合利用、海上风电等领域也创造了

突出的业绩，位列 2017 年“全国节能服务公司百强第 1 名”，获评“‘十二五’

节能服务产业突出贡献企业”，是全国唯一一家获得 3 项 5A 评级（最高评级）

的节能服务公司，2018 年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双百企业”，2019 年入

选国家第四批混改试点企业。 

公司作为南方电网实施能源产业价值链整合与能源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着力

点和服务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平台，将在南方电网综合能源业务中发挥专业

化支撑平台作用和“先行先试”的改革示范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

丽中国贡献绿色力量。



 

 

二、 城市智慧路灯合作内容 

(一) 合作方式介绍 

我司可为政府提供基于能源托管模式的智慧路灯升级改造方案，政府“零投

入”不用出资建设，只需要把路灯的电费按照往年的发生数委托给南网能源承包

（南网能源具备收取电费和开具电费发票资质），南网能源在经营期内负责项目

的投资建设、节能改造、能源管理、设施运营及基于路灯灯杆的增值服务，把路

灯改造成为可提供 5G 通信、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环境感知等功能为一体的智

慧路灯，构建新一代集路网、灯网、通信网、交通控制网、智能配电网、城市监

测网等“多网合一”的智慧城市系统。 

 

(二) 南网能源投资建设内容 

1.  搭建一套城市照明全资产大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将所有路灯接入物联网，

实现远程监控。 

2.  对路灯的配电系统进行改造，同步铺设光纤，以解决路灯上集成的各种

传感器和通信设备的 24 小时可靠供电和通信问题。 

3.  根据城区的 5G 部署规划，在路灯上投资建设 5G 微基站。 

4.  对灯杆的结构、外形、电路、通讯等功能项进行改造。 

5.  将传统的高压钠灯更换成为绿色环保的 LED 路灯，进一步改善城市道路

照明质量。 



 

 

6.  引导吸引智慧城市其它专业公司利用路灯灯杆开展智慧交通、雪亮工程、

环境监控、公告信息发布等工程建设，并为其提供灯杆共享、供电和通信服务。 

 

图 1 智慧城市调度中心 

 

图 2 基于路灯照明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统 

http://1572o2p033.imwork.net/led_web/index.html?skin=default


 

 

 

图 3 基于路灯照明的智慧柱 

 



 

 

三、 合作模式的优势 

1. 政府零投入，即可获得整个城市的照明基础设施的升级。 

由南网能源对现有灯具、灯杆、电缆、输配电设施等按照进行升级改造和新

建，并搭建一套城市级智慧路灯控制系统，通过节省的电费和收回投资和回报，

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2. 政府获得增值服务收益。 

后期由南网能源基于路灯为载体进行智慧灯杆的再升级，打造构建集 5G 通

信、智慧安防、环境感知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城市系统，提供灯杆共享、供电和

通信服务等有偿服务，并与政府做收益分享，将路灯由“纯公益性资产”变为

“公益性+经营性”资产。 

3. 优化路灯管理。 

完成升级改造后，路灯的日常管养维护工作仍然由照明处负责，南网能源对

其投资形成的资产在质保期内负责免费提供备品备件。既推动了路灯管理体制改

革，又维持了现有路灯管养维护队伍的稳定，可以利用城市照明全资产大数据信

息管理平台实现动态智能运维和管理路灯，减轻管养维护工作量。 

4. 未来新增建设的便捷性。 

未来因城市发展而新建城市景观亮化项目，政府可以通过能源托管的方式与

南网能源继续合作，由南网能源负责投资建设，建设完成后通过增加能源托管费

的方式进行处理。不增加财政负担，不改变财政列支科目，无需开展繁锁流程，

大大缩短项目实施周期。 



 

 

四、 主要案例介绍 

序号 项目名称 合作模式 服务内容 业主单位 项目时间 

1 
内蒙古通辽市路灯能

源托管服务项目 
能源托管模式 

对通辽市 18154 盏路灯进行托管和

节能改造，实现了智能调光、环境

监测、网络通信、电动汽车充电等

功能，实现把路灯从“公益性” 资

产变为“经营性”资产。 

通辽市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019 

2 
辽宁省朝阳市路灯能

源托管服务项目 
能源托管模式 

对普兰店区 15980 盏路灯进行托管

和节能改造，实现了智能调光、环

境监测、网络通信、电动汽车充电

等功能，实现把路灯从“公益性” 

资产变为“经营性”资产。 

朝阳市城市建设发展

服务中心 
2019 

3 
普兰店区路灯能源托

管服务项目 
能源托管模式 

对普兰店区 9749 盏路灯进行托管和

节能改造，实现了智能调光、环境

监测、网络通信、电动汽车充电等

功能，实现把路灯从“公益性” 资

产变为“经营性”资产。 

大连市普兰店区城乡

建设管理与综合执法

局 

2018 

4 

高要市第二期及各镇

LED 路灯改造工程项

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在高要市城区及各镇范围内采用

LED 灯具及光源替换现有路灯，改

造路灯 6593 盏 

高要市城市综合管理

局 
2014 

5 
湛江市赤坎区 LED 路

灯节能改造服务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项目实施范围为湛江市赤坎区，数

量约为 12796 套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

局 
2014 

6 

广州市花都区市政道

路 LED 照明节能改造

EMC 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在花都区范围内采用 LED 照明灯替

换现有高压钠灯，改造路灯 7860

盏。 

广州市花都区供电局

路灯管理所 
2014 



 

 

7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LED 路灯改造服

务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对旧城区、沙沥片区、临江片区、

新城区约 6365 盏路灯和 1557 盏庭

院灯共计 7922 盏灯具进行改造，具

体以实际改造验收数量为准。 

肇庆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经

济贸易和科技

局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市政园林管理局 

2013 

8 
英德市区 LED 路灯节

能改造服务采购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英德市区英城镇、大站镇、英红镇

和望埠镇，改造数量约 15000 盏。 

英德市规划和城市综

合管理局 
2013 

9 
东莞市道滘镇路灯合

同能源管理采购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改造路灯数量约为 3104 盏 

东莞市道滘镇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 
2013 

10 

惠州市惠城中心区

LED 路灯节能改造服

务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对惠州市惠城中心区 21550 盏路灯

及灯臂 1342 座进行改造 

惠州市公用事业管理

局 
2013 

11 

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

术开发区 LED 路灯节

能改造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 EMC 模式 

对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10970 盏路灯（采用 EMC（合同能

源管理）的模式进行 LED 路灯改

造。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

局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