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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常都存在一定的资金占用情况，企

业对资金的短期周转需求较大，但受融

资渠道、融资成本、抵押担保等因素影

响，获取金融服务门槛较高，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末端，在获取

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议价能力较弱、风险

溢价较高，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难

以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由于

对产业链实体企业缺乏深入了解，往往

在产品定价、风险防控等方面相对谨慎，

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政策面临一定困难。

作为能源产业链核心企业，国家电

网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要素优

势，可以通过整合全产业链业务流、数

据流、资金流，以国家电网的优良资信

为背书，以产业链真实交易为背景，以

电力大数据为支撑，促进金融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帮助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获得更加优质高效的普惠金融

服务，畅通全产业链循环，充分发挥核

心企业资信资源优势带动产业链共同

发展。

二、平台架构

“电 e 金服”通过整合内外部数据信

息、集成各方专业系统、贯通各类渠道

场景，为上下游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了

一个以产业链为依托、以供需对接为目

的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见图 1），实现了

让各方主体“聚起来”、业务线上“跑起

来”、海量数据“活起来”、业务场景“连

起来”、金融科技“用起来”、风险防火墙

“筑起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助力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一是各方主体“聚起来”。在金融需

求侧，多渠道引流产业链上下游市场主

体，开拓客户群体 ；在金融供给侧，联

合内外部金融机构，打造金融云超市，

上架各类金融产品及服务，全方位满足

客户金融需求。

二是业务线上“跑起来”。集成平台

门户、内部专业系统和金融机构业务系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

电网）在能源产业链中居于核心企业地

位，连接着上游一百多万家供应商和

下游亿万用电客户，汇集着海量的业务

流、信息流和资金流。2019 年以来，国

家电网通过打造“电 e 金服”平台，深度

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将自身资源

禀赋和要素优势拓展辐射到全产业链，

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帮助上下游企

业共同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

一、建设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金

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

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产业

链的循环畅通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一

直以来金融供需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普遍存在。一方面，基于产业链运行模

式，上下游企业与核心企业的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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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打通业务办理全流程，满足平台用

户与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一站式”在线

办理业务需要。

三是海量数据“活起来”。对内接

入各级企业财务、营销、物资、合同管

理等数据，对外接入征信、工商、税务、

司法等外部信息，在为业务办理提供背

景确认、稽核校验等支撑的同时，通过

数据建模创新商业模式，帮助金融机构

防控业务风险，将无形数据转化为有形

价值。

四是业务场景“连起来”。嵌入购电

结算、项目投标、合同履约、电费交纳、

电力交易等业务场景，研发具有电网特

色的金融产品，实现金融业务与电力业

务一体化办理，提高服务效率。

五是金融科技“用起来”。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

将用户、产品、订单等信息全部上链存

证，通过用户画像实现金融供需智能匹

配，确保金融业务安全可靠。

六是风险防火墙“筑起来”。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监管规定，严把

系统、数据、业务三道防控关口，所有产

品均履行监管备案，主动接受金融监管，

严格区分金融监管业务与非监管业务，

有效隔离金融风险。

三、主要做法

（一）强化资源整合

“电 e 金服”通过汇集数据、渠道、

用户等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平台资源整

合能力。一是整合数据资源。“电 e 金服”

集成贯通国家电网财务、营销、物资、

合同、资金等内部数据以及税务、工商、

司法、征信等外部信息，帮助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更好对接金融机构，提高金融

服务可得性。二是整合渠道资源。“电 e

金服”对内深度融合物资招投标、电费

交纳等渠道，对外广泛对接地方政府服

务平台，有效扩大平台覆盖范围和引流

效果。三是整合用户资源。“电 e 金服”

充分对接电网系统内一千多家单位、上

游一百多万家供应商和下游亿万用电客

户，通过线上线下联合推广等多种方式，

精准提供各类金融服务，有效满足用户

金融需求，不断拓展服务上下游用户的

广度和深度。

（二）打造特色服务

作为连接金融供需的平台，“电 e 金

服”嵌入电网产业链业务，有效转化电

网资信资源优势。一是供应链金融。基

于购电费结算、物资采购等场景，对上

游发电企业、设备物资供应商应收国家

电网的账款进行核实确认，以电网企业

良好信用作为背书，帮助上游企业通过

资产证券化、信托、保理等方式获得应

收账款融资。二是保证保险。基于项目

投标、合同履约、电力交易等场景，以国

家电网对供应商的信用评价作为基础，

帮助其通过购买保证保险产品来替代投

标、履约、售电等保证金缴纳。三是电费

金融。基于电费交纳场景分析客户用电

行为和交费情况，作为金融机构贷前核

查和信用评级的重要参考，帮助下游企

业获得银行低成本、纯信用的融资。四

是绿色金融。落实国家关于“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电网在

服务“双碳”中的独特优势，打造绿色金

图1   “电e金服”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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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专区，通过电力大数据分析形成绿色

评价结果，帮助上下游企业对接金融机

构获得低成本的绿色融资及保险保障。

五是征信服务。按照国家关于进一步加

强征信业务管理的监管要求，通过“电 e

金服”嵌入征信牌照，面向金融机构提

供规范的征信服务。在用电客户充分授

权下，根据企业用电行为及交费信息，

通过电力大数据分析评估企业状况，有

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潜在风险，

为金融机构做好贷前风险识别及控制、

贷中授信审批和贷后风险防控等提供支

撑服务。

（三）深化科技赋能

“电 e 金服”充分利用“大云物移智

链”等新兴技术提升平台服务质效。一

是借助大数据技术，集成整合内外部业

务数据、金融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打

造数字化运营分析体系，支撑金融业务

线上“一站式”高效便捷办理。二是借

助云计算技术，通过数据分析模型对客

户进行全方位画像，满足在线风控、精

准营销等业务需要。三是借助物联网技

术，通过传感、导航、定位等感知技术，

实现远程识别和信息采集，有效解决实

物资产与账面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的问

题。四是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手

机 APP、小程序、公众号等移动终端扩

大应用覆盖范围，提高客户与平台双向

互动水平。五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增

设智能客服机器人，提升交互体验，实

现数据智能校验。六是借助区块链技

术，通过数据上链存证确保数据真实可

信，大幅提高业务办理效率，打造多边

交易信任体系。

四、特点及成效

（一）核心特点

 “电 e 金服”具有“三全三真”的突

出特点。

1.“三全”。一是服务对象全。“电 e

金服”的服务对象涵盖全产业链市场主

体，既包括电网系统内各级单位，又覆

盖上游百万家供应商，还面向下游亿万

用电客户。二是服务内容全。“电 e 金服”

联合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涵盖资

金融通、保险保障、资产管理等金融主

要领域，能够有效满足用户多元化、个

性化的金融需求。三是资源要素全。“电

e 金服”对内整合 7 大领域业务数据，对

外集成 15 类专业数据，紧密嵌入办电、

交费、招投标、电力交易等场景，广泛联

动供电营业厅、供应商服务大厅等渠道，

实现了数据集成整合、场景深度嵌入、

渠道互联互通。

2.“三真”。一是真普惠。“电 e 金服”

定位于金融供需平台，以普惠金融服务

为主，用户平均融资成本在 5% 左右，切

实惠及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二是真科技。“电 e 金服”充分利用科技

手段与金融机构核心业务系统贯通合

作，实现一站式办理。同时严守科技边

界，不介入金融活动、不办理金融业务。

三是真安全。“电 e 金服”严把系统、数

据、业务、合规四道风险关口，为用户创

造安全、可信赖的金融环境。

（二）主要成效

自 2020 年 5 月 上 线 以 来，“ 电 e 金

服”累计与 228 家各级金融机构建立了

合作，上线金融产品 72 款，注册用户

49.5 万户，日均浏览量 1.5 万次，与吉林、

福建等 12 个省级地方政府服务平台实

现合作对接，共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获得普惠金融服务超 2 000 亿元。其中，

帮助 5.5 万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低成本融

资 500 多亿元、释放保证金近 400 亿元，

累计节约融资成本近 15 亿元，已成为中

央企业自主发起建设的业务规模最大、

涵盖领域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数字化

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成功实现了上下

游企业、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三方共赢，

在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服务中小微企

业、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一是助力上下游企业获得更加优

质、普惠、便捷的金融服务。“电 e 金服”

通过供应链金融、保证保险、电费金融

等有效帮助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更好地获得金融服务，有效助力全

产业链发展。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帮助

上游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速资金周

转 ：甘肃某电缆厂通过“电 e 金服”办

理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把应收电网企业

的货款转让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先

行向其提供融资款，1 天即拿到融资，

仅 2021 年上半年就为其节约资金成本

100 多万元。通过保证保险服务帮助投

标企业减少资金占用、降低融资成本 ：

福建某变压器制造厂于 2021 年 8 月通

过“电 e 金服”仅花费了 1.6 万元保费购

买投标保证保险，就替代了全年保证金

80 万元，极大加速了企业资金周转。通

过电费金融服务帮助下游用电客户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江西某化纤企

业作为用电大户，通过“电 e 金服”上的

“电 e 票”服务高效便捷对接多家商业银

行获得票据贴现服务，不但提升了资金

周转效率，还通过集中比价大幅节约了

融资成本，仅 2020 年下半年，该企业就

通过“电 e 金服”获得了 7.49 亿元的票

据贴现融资。

二是助力金融机构落实国家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政策，减少信息不对称，打

通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电 e 金服”已与 228 家各级

金融机构建立了广泛合作，有效构建了

共建、共享、共赢的产融协同生态圈。

“电 e 金服”在落实国家普惠金融、绿色

金融政策，满足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金融需求的同时，有效防控了金融

风险，助力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

效率 ：浙江某建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通过“电 e 金服”的“电 e 贷”服务以企业

用电信息为增信，在线向中国工商银行

申请信用贷款，全程仅用 38 分钟就获得

了 180 万元的低成本信用贷款，较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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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利率下浮 20% 以上 ；吉林某风电厂

于 2021 年 6 月通过“电 e 金服”上的“碳

e 融”产品在线取得了绿色企业认证，并

线上对接获得中国农业银行发放的绿色

贷款，利率较同类业务下浮近 30%。

三是助力核心企业带动产业链共同

发展，优化电力营商环境。随着“电 e 金

服”全面推广应用，有效帮助国家电网

促进供应商可持续健康发展。目前，“电

e 金服”的电 e 贷、电 e 票等电费金融服

务已逐渐成为用电企业融资交纳电费的

常规方式之一，丰富了企业交纳电费方

式，提高电费交纳效率，保障电力物资

供应，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 ：河北

某电力设备制造厂作为电网企业供应

商，自 2020 年 8 月以来通过“电 e 金服”

线上实时获取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资

等多种供应链金融服务，获得融资超     

8 000 万元，利率较信用贷款更低，在用

电客户中树立了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电 e 金服”联合地方

政府以财政补贴方式为当地中小微企业

提供电费金融全额贴息支持 ；2021 年河

南、山西汛情时，“电 e 金服”联合金融

机构建立绿色服务通道，采取提额、降

息、延期等方式，累计帮助当地上下游

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超 1 亿元。

五、经验启示

 “电 e 金服”的建设应用，源自于国

家电网开放共享、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

作共赢的初心，酝酿于数字经济、平台

经济迅猛发展的澎湃浪潮，起步于疫情

之下推动复工复产、助力中小微企业发

展的迫切需求，契合于维护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的发展需要，主要经验和启

示有以下几点 ：

一是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中

央企业可以发挥“链长”作用。中央企

业在所处产业链中大多居于核心企业地

位，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要素

优势，连接着广泛的上下游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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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着海量的业务流、资金流和数据流，

可以充分发挥核心企业自身资源优势、

放大平台效应、促进供需匹配、提升全

产业链运行水平，为畅通“双循环”提供

有力支撑。

二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扎根实体

经济，可以迸发巨大价值。当前，数字经

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

发生深刻变化，数据已经成为与传统劳

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生产要素。发展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应当紧密结合实体

经济发展需要，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深

入挖掘数据资源价值、释放数据要素潜

能，打造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新模式、

新业态，最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有机融合。

三是依托产业链，可以有效避免金

融“脱实向虚”和防范风险。通过核心企

业发起建设的金融供需平台，金融机构

可以更好地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精准

对接上下游企业及中小微企业需求，嵌

入具体业务场景，研发更具针对性和个

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服务实体

经济效率。同时，基于产业链真实交易

背景，金融机构能够深入掌握上下游企

业的经营状况，提高风险识别、评估和

监测的能力，更好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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