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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ecosystem of the power industry, improve the synergy efficiency with suppliers, and increase the comprehensive income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supply chain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s to reshape the supplier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e partnership will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ultimately maximiz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by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modern power industry supplier 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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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加强电力行业供应链生态圈建设，提高与供应商的协同效率，实现系统综合收益的增加，本文结合电
文章引用: 周晓斌, 洪芳华, 郭剑, 陈军, 陈先红, 肖锋, 张永旭. 电网供应商服务的互联网模式研究[J]. 智能电网,
2018, 8(6): 606-609. DOI: 10.12677/sg.2018.8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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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业供应链特点和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管理理念，从战略角度重塑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来协调各方
利益，通过建立高效协同的现代电力行业供应商服务模式，最终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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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化的现代企业社会，供应商和企业的关系已不是简单的买卖
关系，供应商作为企业的一种宝贵资源，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良好的供应商管理对企
业的经营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与供应商高水平的持续开发与全面管理成为了每一个成功企业
的必要因素，现代企业的竞争将是供应链的竞争，企业与供应商双赢的局面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常态[1]。
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工具与传
统行业的有机结合使得传统行业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供应商管理模式产生了质的变化，对企业的运营效
率，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移动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4G 技术的普及，移动 wifi 的
运用。移动通讯的运输能力(带宽)大幅提高，为用户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提供了前提。手机的快速智能化，
智能手机，IPAD、平板电脑不仅具有便携功能，而且具有丰富的应用资源，备受客户青睐。因为可以随
身携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真正实现了天天互联时代[2]。
电网作为传统能源行业中的核心企业，为保证企业发展的稳定性，顺应时代趋势，应结合互联网理
念和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对供应商管理进行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同时做到整体工作效率最大化，工作质
量最优化，加强建设电力行业供应链生态圈，实现多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2. 传统电力行业的供应商管理模式
传统的供应商管理以压缩采购成本，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因此企业和供应商之间是价格驱
动下的竞争关系，供应商的经济效益取决于所提供物料的销售量，供应商和采购方的决策目标冲突，
导致双方在利润最大化和消耗量最小化的目标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整体工作效率低，且整体运营成
本较高[3]。
电网作为行业的领军者，合作的供应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金额巨大，而目前合同签订、履约
和结算等关键环节中，公司对供应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工作量大且受限于现有的沟通方式，容易
出现疏漏，且难以及时掌握所有供应商的反馈情况，沟通效果难以保障，影响物资供货和结算工作效率，
可能影响工程项目进度，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法律风险。而目前企业的供应商管理大多数还停留在线下层
面以及面对面交流，导致管理难度巨大，运营效率偏低，管理成本较大，如图 1。

3. 电网供应商服务的互联网模式分析
针对传统电力行业的供应商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互联网角度进行业务流程的重新梳理和
业务环节的智能优化，建设智能绿色电力供应链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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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ditional supplier business process and supplier
online business process
图 1. 传统供应商业务办理流程与供应商线上办理业务流程

3.1. 流程电子化
将所有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梳理，明确各环节中的人员角色及定位，梳理出各环节的业务逻辑，建立
相应的流转平台或系统对业务流程进行互联网模式的重建，减少业务流程中的出现的异常，同时并且对
全部的纸质单据进行电子化，同时用电子审签技术对电子化单据进行线上流转及审批，大幅度节省流程
流转周期，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整体运营管理成本。
在电网企业中可针对制定采购计划，招投标，合同签订以及物资供应和质量保障的各个业务环节建
立相应的系统及平台，同时可将各业务系统如：计划辅助平台，招标辅助工具，离线投标工具，合同管
理平台等集合在一个统一的供应商服务平台，针对如供应商注册与信息变更、采购审批单、计划审批单
以及投运单、质保单等纯流程类、单据类业务，平均缩短 80%以上的单据流转时间，对内进行线上业务
流转，对外进行供应商线上查询服务，提高内部工作效率的同时提高外部的服务质量，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电力行业供应链整体效率。

3.2. 业务智能化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业务环节中的重点数据及指标进行预测和监控，并针对预
测值和监控异常值进行快速响应，并针对相应数据与供应商共同实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和提
前预知，同时针对预测准确度和异常原因进行深度分析，不断调整预测模型以提升预测准确度并减小误
差波动，同时在异常处理方面分析异常发生原因，针对异常原因优化业务环节，实现异常业务的减少，
最终实现业务环节的自我进化和整体工作流程的可持续进化。
在电网企业中可针对年度需求，协议库存需求，库存定额等重点数据，运用不同的算法模型，以及
项目类型、物资种类、不同批次等多个维度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并对预测值和实际值进行对比分
析，不断提升预测准确度以及降低准确度波动率，目前年度需求预测准确度平均在 39.72%左右，协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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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需求预测准确度平均在 81.25%；同时对计划，招标，合同，供应等关键业务环节建立监控预警机制，
通过可视化工具实现物资业务全流程可视化，并对异常节点作出及时反应，减少异常处理成本，减少供
应链整体工作成本并提升效率。

3.3. 供应链协同化
利用供应链金融及物联网技术建立供应链生态圈，建立供应链中心平台，实现对供应链中各供应商
的信息实时共享互联，减少信息沟通成本，不断提高电力行业整体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实现供应链各方
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4]。
在电网企业中针对投标保证金等资金利用保险等金融工具对供应商进行减压，提高供应商资金使用
效率，如：上海电力公司平均每年释放供应商保证金近 40 亿元，同时利用订单融资，商业保理等金融衍
生品工具进行对供应商的信用提升和资金支持，提升供应商行业竞争力，实现共同发展，增强合作紧密
度，最终实现供应链整体运行成本减少。

4. 未来展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 VR、AR 设备的低成本获取趋势和神经沉浸式技术的不断成熟，可
通过运用虚拟现实技术(VR)建立虚拟营业厅，将各项业务流程介绍及业务中能够通过互联网实现的业务
种类纳入高级的虚拟营业厅，实现沉浸式现场服务体验。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探索和发展，供应链智能化不断加深，同时利用物联网技术，最终可
实现供应链自主进化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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