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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侯凤超

华为选中长岭山片区？

“华为将落户济南历下”的消
息，来源于近日网络上流传的一
张照片。照片显示的背景为，济南
历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
式，时间为7月1日，地点为深圳。

根据图片上的信息，济南方
参与人员为济南市委副书记、市
长于海田，市委常委、副市长孙
斌，副市长韩伟，市政府秘书长王
品木，历下区委副书记、区长杨福
涛，历下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荆向
东。华为方参与人员为华为公司
董事、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等。

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该活
动消息属实，且济南历下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了深化合作协议。

据网传消息，华为研究所即
将落户历下区长岭山片区，具体
位置为璟园和三庆城市主人南
侧。对此，记者通过相关知情人士
了解到，该消息亦属实。

长岭山片区位于历下区东
部，也是历下区提出构建“一
轴、三区、多园”城市发展新格
局中“三区”之一。华为如果选
中了长岭山片区，也就意味着未
来有更多资源向济南倾斜。而对
于正在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的济南来说，华为研究所的入
驻也将提升济南高质量发展的

“含金量”。

此前已多次牵手

在此次华为落户济南的消息
传出之前，华为与济南已多次“牵
手”。

2022年伊始，华为高层就频频
来访济南，与山东大学、山东能源、
山东重工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并
在济南加码升级华为济南研究所。

根据合作内容，华为与山东重
工集团将在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5G+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合
作、数字化技术人才培养、智能制
造创新中心产业合作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华为与山东大学将围绕
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成果转化、智
慧校园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华为
与山东能源集团成立联合创新中
心，将从工业互联网、智能矿山建
设等关键领域，通过攻克一批行业
创新引领技术、研制一批行业数字
化标准、培养一批数字化创新人
才，从而推动能源行业数字化转
型，支撑以山东能源为代表的国有
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资料显示，2020年，华
为（济南）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
济南“鲲鹏+昇腾”生态创新中
心、华为（济南）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落地济南市历下区明湖国际信
息技术产业园。

“三中心将以数字经济为发展
方向，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以创新
平台为载体，基于人工智能算力、

创新能力平台，创业聚集平台，人
工智能人才培养平台，打造全国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领先标杆，将人
工智能技术和实践进行分享，携手
合作伙伴推动智能化产业的升级，
为济南带来新的经济发展。”华为
中国区副总裁、华为云与计算中国
区总裁史耀宏表示。

华为来访济南密度增大

今年上半年，华为方来访济
南密度增大，透露出不少信息。上
述提到的活动背景为济南历下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的照
片中，参与签约的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就
曾在2月27日来访济南。

“华为与济南的合作逐步加
深、范围不断扩大，关系越来越密
切。”2月27日，徐直军一行来访济
南时表示，目前华为在济南已合
作落地三个创新中心，立足济南，
服务山东产业和人才发展。

“下一步，希望双方发挥各自
优势，在政府、企业数字化转型、
工业软件创新、人工智能创新、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尤其是政务一
网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共同
加快推进华为山东区域总部及济
南研究所项目、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等项目落地。”徐直军说。徐直
军提到的华为山东区域总部及济
南研究所项目，也是备受大家关

注的项目。
华为研究所是华为研发体系

的重要一环，已在北京、上海、南
京、西安、成都、杭州、武汉、苏州
等城市落地，已成为拉动当地产
业转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在2月27日的来访中，徐直军
提出的政务一网通方面的合作，
近期也有了进展。6月9日，济南市
委副书记、市长于海田会见了华
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政务一网通
军团CEO杨瑞凯一行。

“近年来，华为公司和济南市
的合作交流不断加深。”杨瑞凯
说，下一步，华为将围绕城市数字
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
作，持续加大在济南的人才、技术
引入及资源赋能，加快推进相关
项目落地，为济南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多贡献。

华为能为济南带来什么

在与华为的合作过程中，济南
市展示出了对华为入驻的期待和
诚意。在与华为客人的对话中，于
海田多次提到“济南市将持续创造
更优良的营商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和支持”，这也透露出济南对与华
为在内的企业加强合作的渴望。

那么，华为能为济南带来什
么？徐直军曾表示，华为将“为济
南争先、提升创新力提供科技创
新支撑能力”，“全力推动济南市
在产业数字化的场景资源和数字

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加速绽
放，加快高质量发展，助力济南打
造黄河流域信息枢纽中心城市和
中国智慧名城”。

这里提到的科技创新支撑能
力，与济南目前的发展目标不谋
而合。当前，济南全力集聚大院大
所等高端科创资源，科创实力显
著增加，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而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也赋予了济南责任和使命，提
出“实施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
程，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高标准建设中科院济南科创城、
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创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不难发现，华
为将为济南在科创方面赋能。

在与济南的对接中，华为方
也多次提出“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等合作，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
转型，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城市数字化协同发展。”被列
为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之一。此
外华为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也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提及。

对于三大战略叠加的济南来
说，与华为等企业的深入对接，无
论是对科创力的提升还是数字化
城市的赋能，可以预见的是，都将
为济南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的过
程中加码。

文/片 记者 于悦
实习生 闫欣怡

集中供冷面积21万平方米
主要在商场、写字楼

6月30日中午，室外烈日炎炎，
在位于奥体西路的龙湖天街内，阵
阵凉风十分舒适。“感觉每一层楼的
温度很均匀，没有特别冷或热的情
况。”商场二楼的一位商户说。在她
身旁的墙上有两个白色的控制面
板，可以随时调节温度，每个商铺的
天花板上也有出风口，类似中央空
调的操作模式，但这里的“冷源”却
来自几公里外的一处能源中心。

位于华阳路的南部能源中
心，由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能
源投资控股集团建设，为整个济
南CBD片区提供集中供暖和供
冷服务，“从去年开始试运行，目
前我们已经覆盖了约21万平方米
的供冷面积，像龙湖天街商业综
合体、山东铁投大厦等都在我们
的供冷范围内。”济南能源集团所
属济南能投集团山东睿冠电能热
力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崔玥介绍。

据了解，为了促进低碳能源
利用模式在济南的推广，济南能
投集团一直在探索这种集中供冷
模式，并对CBD片区进行能源规
划，借鉴了南方集中供冷的先进
经验和北方冬季集中供热的实际
情况，确定在CBD片区建设两个
能源中心，包括已经投用的南部
能源中心，和未来根据CBD供冷
需求再投运的北部能源中心。

“这两个能源中心主要负责整
个CBD片区220万平方米公建用户
的夏季制冷任务，冬季整个区域的

供暖面积大约是700万平方米。能投
集团通过前期的规划和政府部门
取得了一致意见，从整个CBD建筑
建设的图审阶段开始，做好整个片
区和下一步市政管网冷热一体化
的对接工作。”崔玥介绍，这样一来，
从片区建设的初期开始，就为下一
步接入集中供冷、集中供热做好无
缝对接，确保整个用户的系统能够
顺利对接到市政冷热源当中，让入
驻CBD的各个商业企业和办公用户
获得更好的能源保障和能源体验。

据了解，随着整个济南中央商
务区建设的加速推进，包括“山、
河、湖、泉、城”五座超高层等更多
的建筑在明年夏季之后陆续投入
使用，预计该能源中心明年的供冷
面积可以超过50万平方米。

夏天供冷冬天供暖
用的是同一套管网

值得一提的是，能投集团南
部能源中心的集中供冷和供暖用

的是同一套管网系统。“我们采用
同一套市政管网，冬天进行供暖，
夏季进行供冷，这在中国北方地
区冷热同供领域是规模最大的。”
崔玥介绍。

冷热同供系统优势明显，“优点
是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地下空间
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区域的集中供
冷设置，可以减少每一座单体建筑
夏季制冷机组的规模。”崔玥说。

为了最有效地节约地下空
间，在建设初期他们就考虑到了
用一套系统冬季输送热源、夏季
输送冷源。

冬季供暖的热源是热水，集
中供冷中，冷源是冷冻水，冬季的
换热站到夏天变成了“换冷站”。

“冬季集中供热时，采用章丘电厂
余热通过长输管网将热水输送到
CBD片区，再通过热力交换站，进
入到每一个用户的末端系统例如
暖气片、地暖等。夏季使用同一套
输配管网，只是把冷源切换到南
部能源中心，同样利用CBD区域

内在冬季供热的这套管网，把冷
冻水输送到位于地块内的换冷
站，实际上和换热站在同一个位
置。这样通过冷交换，把冷源输送
到每一个公建用户的末端装置
上。”崔玥说。

“冬天我们输送到换热站的
供水温度大约在90摄氏度，根据
具体气温往下或往上调整。夏季
输送7摄氏度左右的冷冻水作为
冷媒（到换冷站），通过冷的交换
原理置换出7℃—9℃的冷冻水进
到用户的末端风盘系统，满足用
户夏季制冷的需求。”崔玥介绍，
水是一种非常稳定和常用的供热
供冷媒介，更适合大规模的区域
集中供热供冷使用。

适用于商业聚集区
未来推广住宅用户

目前，国内城市中使用集中
供冷模式的区域大多分布在商业
密集度高的商务区，例如深圳的

前海、广州大学城、北京中关村
等。据报道，去年深圳前海区域的
三个片区均实现了供冷覆盖。项
目全部建成后，将为前海深港合
作区1900万平方米的办公、商业、
酒店、学校等公共建筑提供空调
冷源服务。

崔玥介绍，从目前片区已经使
用集中供冷的用户反馈来看，效果
还是不错的，“从运行初期到现在，
用户有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就像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济南开始集
中供暖时用户逐渐了解一样。”

“优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
方面可以减少用户自己维护供冷
系统的运行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市
政的集中冷源，我们把供热多重保
障思维灌输到供冷中去，在分布地
点建立了小型的应急冷源，在集中
冷源或冷热同供管网出现故障时，
可以启动应急冷源来给用户提供
供冷保障，这样提高了用户系统运
行的可靠性。”崔玥介绍。

据了解，目前济南能投集团正
在南部能源中心进行冰蓄冷系统
的升级，建成之后可以利用夜间低
谷电制造低温冷源，进一步降低运
行成本，也符合错峰用电、削峰填谷
的发展策略。远期投运的北部能源
中心，将进一步确保冷源充足供应
和应急状态下的稳定运行。

“目前，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
集中在CBD片区内的办公楼、写
字楼、商业综合体等公建用户，下
一步我们将以南跨经十路、北越
工业南路、西延茂岭山西片区、东
至济南高新综合商业区的推进思
路，以济南中央商务区为中心，将
集中供冷业务向四周推进，扩大
集团公司对集中供冷业务的推
广。同时也将针对高端住宅用户
推广集中供冷业务。”崔玥说。

今年6月，济南时隔十年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炎炎夏日，供冷和冬季的供暖一样备受关注。集中
供暖在济南已实行了30多年，而从去年开始，济南在商业集聚的CBD片区开始集中供冷模式试运行，截
至目前已覆盖了约21万平方米的用户。

有消息称华为即将落户历下长岭山片区

华为与济南频频互动释放哪些信号？
近日，有消息称华为即将落户济南东部历下区长岭山片区。今年以来，华为与济南交流

密度增大，动作频频，释放了何种信号？

▲南部能源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分析设备运行情况。 ▲南部能源中心的管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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