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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２０１７年九大任务如何完成

　　１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原文】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

一降一补”。要在巩固成果基础上，针对新

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

成效。

·解读·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要做好“加法”“减

法”和“乘法”。一是做“减法”。去产能、去

库存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坚持用

市场化和法治化措施，释优汰劣，把去产能

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结合起

来，统筹谋划和推进。同时，金融、企业、地

方政府的杠杆率还很高，要坚持积极稳妥

地去杠杆。

二是做“加法”，扩大有效的供给。不

能简单地做“减法”，还要同时做好“加法”。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是短缺，很多产品和

服务质量升级的步伐落后于消费升级。要

扩大有效的供给特别是公共服务的供给，

在供给端发力，满足老百姓不同层次的需

求。

三是做“乘法”，发挥创新驱动的“乘数

效应”。不能再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

利”来驱动供给侧改革，而要靠创新驱动、

创新引领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

高质量、提高效率。

２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原文】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要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基

础性、关键性改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解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单独列出“深化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并将其作为一

项重点任务来推进，这充分体现了今年工

作任务中改革的重要性，是一大亮点。事

实上，这也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

完善体制机制的现实要求相符。

就具体内容来看，深化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呈现两大主要思路：一是理顺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二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加强产权

保护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抓

好金融体制改革等，让权责利相统一，突出

强调责任约束，在追责、问责方面进行更为

明确的规定，进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通过切实有效的改革，社会生产力将

会被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会

得到更强的推动力。我们应继续坚持以改

革促发展，强化落实改革措施，在稳增长的

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

３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

【原文】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推

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消费升级

和有效投资相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相协调，

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

·解读·

在经济新常态下，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消费和内需

拉动，发展经济的注意力要注重“向内看”。

从外部来看，全球的经济增长下行压

力大。过去５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

度，很多加工贸易、制造业也已转移到海

外。从内部来看，中国老百姓收入增长，国

内市场空间越来越大，中国正从“世界工

厂”变成“世界市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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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这一庞大经济体再单纯依靠外部

市场拉动已经不符合实际。

当前中国经济中许多问题是供给侧结

构不合理，供给质量不高。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就

需要我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这

是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区域发展和城镇

化抓住了当前经济发展的要害。不同地区

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互补性很强、回旋余

地大，要分工利用好，协同提升，优化结构。

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变成新市民，则意

味着消费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这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４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原文】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

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要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

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解读·

为了振兴实体经济，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突出了问题导向，特别强调了“以创新引

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一工作任务，并针

对性地从五方面提出了多项措施。

应该看到，实体经济之所以会表现低

迷，主要还在于核心竞争力有所不足，特别

是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市场

需求不断提升，消费者希望得到更多高质

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供给端呈现

的却是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

局面。因此，要振兴实体经济就必须推动

其向中高端迈进，必须加快转型升级，这其

中，创新将是主要动力。

今年以来，在一系列针对实体经济的

财税、金融及创新等政策支持下及随着市

场环境的改善，实体经济相对于去年出现

了明显好转，企业效益有所改善，市场信心

也在增强。在此基础上，实体经济若能充

分把握机遇，坚持以创新引领转型升级，利

用好持续改善的市场环境，不断提高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实体经济未来的前景依旧

值得期待。

５促进农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原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

增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

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与

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

·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一定会提农业农村问

题，这毫无疑问。现在我们促进农业农村

稳定发展、农民增收走到了一个关键点上，

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

个关键是农产品供给既要优（优质化）也要

安（安全化），要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下，尽可

能提供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其中的粮

食安全问题是“一号文件”持久关注的主题

之一，过去说满足中国人吃饭问题，如今要

改善和优化种植结构，扩大效益。

另外，农村还可以发展观光农业、休闲

农业，拓展产业链价值链，满足城乡居民不

断提高和增长的新需求，同时为农民增收

增加新渠道。

新的形势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比如吸收返乡劳动力回乡创业、鼓励大学

生返乡创业等。这部分人群文化水平高、

观念新，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可能成为

中国农村未来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需要为这部分人群返乡提供条件，报

告提出的农村改革和公共设施建设目标，

就是在改善软硬件上下工夫，助推农村发

展。

６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

【原文】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面对

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要进

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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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开放。

·解读·

在对外开放方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将“一带一路”、外资外贸及国际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更好地统筹在了一起，

并强调“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这对于

中国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意

义重大。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不容

忽视，其对于中国对外开放具有突出的引

领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进行了明确部署。同时，双向投

资、贸易依旧是重点，就双向投资而言，特

别是利用外资，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来推动引进外资，通过推进投资便利

化、建设高标准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来进一

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要想推动外贸全年

回稳向好，还需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优进

优出并充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今年，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应更加主动

积极，在维护现有对外合作的基础上，主动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自贸区建

设、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并进一步辐射到

“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全球化过程中发

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７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

【原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

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

要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

理，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解读·

当前，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要解决这种传统发展道路带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在常规思

路下的修修补补，而必须对传统发展模式

进行深刻反省，加快推进发展范式的根本

性转变，使经济进入一个新的以追求增进

福祉为目的的发展轨道。

具体来看，采取“压煤、削能、治企、控

车、控油、降尘、增绿”等大力度常规治霾措

施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严重雾霾下形

成的危机共识，有助于使这种危机转化为

绿色发展的契机，加快发展范式转轨的进

程。以京津冀地区治霾为例，可以从三个

方面进行优化，即“治污、促新、托底”。所

谓“治污”，即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做好

污染源管理和控制污染物排放；所谓“促

新”，即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让环境

治理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所谓“托底”，即

对受影响的地区、产业和群体进行扶助。

８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

【原文】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建设。民生是为政之要，必须时刻

放在心头、扛在肩上。在当前国内外形势

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更要优先保障和改善

民生，该办能办的实事要竭力办好，基本民

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

·解读·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民生任务精要

具体，目标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强。

以就业创业来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国家整体形势在逐步好转，基础性的制度

建设和管理办法已经落定。我们看到，政

策从中央的安排走入了日常的服务工作和

管理进程当中。民生工作的重要一点是人

群覆盖，除了就业大学生，政府工作报告对

退役军人、城镇困难人员、残疾人等都做了

安排。

在具体实施中，应该注意民生任务的

分解和责任归属，这样才能进一步追踪、评

价。同时也要重视老百姓的实际体验和反

馈，将民生改善落到实处。总体来看，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覆盖了就业、教育、健康、

文化等领域，特别是提到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保障，这些民生实事的落地将切实提高

每一个中国人的福祉。

９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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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要坚

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

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将“全面加强政府自身

建设”单独列出来，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凸

显了其重要性。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要坚

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保证党的意志在政

府工作中得到有效贯彻，要有维护党中央

权威的自觉性，这是总的指导思想。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要先把自身建

设好。评价政府建设好坏的依据，一是看

其守法性、合法性；二是看其廉洁性、自律

表现；三是看工作实绩。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具体要从三个方

面入手：一是政府权力要接受监督。二是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三是要做到实干当

头。针对一些懒政、低效、不作为现象以及

不愿创新、消极被动行为，未来要采取更多

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促进公务员队伍主动

作为、干事创业。

来源：人民日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工业质量品牌工作的通
工信厅科函［２０１７］１３２号

　　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提

升工业质量品牌水平，现将２０１７年工业质

量品牌建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推进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落实《关

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

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和《促进装备制造

业质量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指南》。以全面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供给体系向中

高端转变为中心任务，牢固树立质量第一

的意识，坚持企业主体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营造全面质量管理普及教育与深化专业质

量管理技术结合的发展环境，以产品、行业

的重点突破促进整体提升，全面推进质量

品牌建设，提高工业质量品牌核心竞争力，

促进振兴实体经济。

二、重点工作

（一）提升全员质量品牌素质

引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

弘扬工匠精神，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的质量意识

和质量管理水平。委托中国质量协会组织

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知识竞赛。支持有关单

位开展质量管理小组、质量信得过班组、现

场管理、品牌故事大赛、品牌创新成果发布

等普及教育和群众性质量品牌提升活动。

完善质量品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支持专

业机构组织开展全面质量管理、首席品牌

官、品牌经理等培训，鼓励专业机构加强交

流与合作，提高质量品牌专业化服务水平。

（二）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引导企业学习实践先进的质量管理方

法，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继续组织质量标

杆遴选和经验交流，开展“标杆经验进千

企”活动，推广卓越绩效、六西格玛、精益生

产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开展中国制造质

量创新企业行等活动，总结并推广源于我

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方法。支持企业提高质

量在线检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

力，引导企业加强从原料采购到生产销售

的全流程质量管理，建立完善质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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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两化融合和社会责任

等管理体系。

（三）促进提升产品实物质量

发挥各方合力，联合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扩大高质量产品供给。支持行业和企

业开展标准对比、质量比对等活动，引导企

业按照国际先进标准生产适销对路的产

品，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团体制定技术水平

高的团体标准。继续支持专业机构开展工

业企业质量品牌诊断活动，支持行业协会

开展质量兴业活动，支持产学研联合开展

质量工程技术研究，组织开展工艺优化、行

业共性质量问题攻关以及解决方案的应用

推广。继续开展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

实验室核定和复核工作，鼓励实验室公开

发布质量分析、质量预警等信息。加快建

设质量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质量分

析、管理体系认证、检验检测等专业化服

务，促进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

（四）深化企业品牌培育与区域品牌建

设

推动产业集群和企业品牌建设持续健

康发展，形成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良性互

动。组织制定企业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行业

标准，指导行业和企业开展贯标活动。继

续开展工业企业品牌培育试点示范工作，

推广品牌培育成功经验。探索建立中国制

造品牌培育联盟，增强专业机构公共服务

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建立商标品

牌交易机构，探索建立基于品牌、商标抵押

的融资机制。深入推进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研究制定示范区管理

办法，组织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引导产业

集群综合运用创意设计、团体标准、知识产

权、行业自律等手段，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区

域品牌影响力。组织制造业品牌现状调

研，加强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品牌声誉

监测，防范风险、指导改进。

（五）扩大中国工业品牌的社会影响

鼓励地方和行业开展品牌宣传、展示

和交流活动，提升品牌形象，提振消费信

心，推动中国工业品牌“走出去”。引导企

业参加产品质量自我声明、质量信誉承诺

等活动。支持开展品牌巡礼、品牌之旅等

公益性品牌宣传展示活动。引导媒体单位

深入企业和产业集群走访调研，宣传优秀

工业品牌。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

导企业拓展对外合作方式，创新商业运作

模式，增强境外经营和品牌推广能力。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工作策划和组织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结合地

区和产业特点，基于质量品牌发展基础，创

新工作思路和领域，系统策划部署质量品

牌工作。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明确工作内容、职责分工、工作目标和进度

要求，加强实施过程的控制，跟踪工作进

展，及时报送工作信息。

（二）强化部门合力作用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与

当地质检部门的协调配合，发挥行业指导

与监督管理的合力作用，共同开展质量品

牌提升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产业、回应社会

关切，增加优质消费供给，推动产业质量

升级。

（三）加强工作宣传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相关行

业协会、专业机构要把宣传作为质量品牌

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重点活动策划宣传

方案，总结提炼工作亮点和突出成效，组织

媒体开展宣传。及时报送工作动态和工作

成效，配合开展全国性的宣传活动。

四、进度安排

（一）启动阶段（３月）。分解２０１７年

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任务，各有关单位

按照要求分别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部署全年质量品牌工作，并于４月１日前

将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报送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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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科技司）。

（二）推进阶段（４－１２月）。落实工业

质量和品牌建设各项任务，按季度向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报送统计表（格式见

附件）电子版及证明材料，６月底前报送半

年工作总结。

（三）总结阶段（１１月）。系统总结全

年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查找问题，研究

提出下一年度的工作思路、工作目标和重

点任务，并于１１月底前将全年工作总结和

统计表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

作，保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入实施，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意见》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打建结

合、统筹协作、社会共治等原则，着力推进

市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修订完

善相关法规和标准，改革创新监管制度和

机制，加强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手段运用，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形成

行政执法、刑事执法、司法审判、快速维权、

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调运作的

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体系。

《意见》提出，要针对违法犯罪活动链

条化、组织化和跨区域、跨行业等新趋势、

新特点，推进综合治理，对侵权假冒商品的

生产、流通、销售形成全链条打击。一是加

强部门间执法协作，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明确权力清单，堵塞监管漏

洞。二是推进区域间执法联动，探索建立

跨区域联席会议、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

件协查、联合办案以及检验鉴定结果互认

等制度。三是扩大执法办案的国际交流合

作，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

《意见》提出，要针对侵

权假冒行为“线上线下”一体、身份更

加隐蔽、手法不断翻新等新情况、新问题，

提高市场监管和预警防范能力。加强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研发运用，大力推进

不同部门间执法监管平台的开放共享，加

强执法监管信息化建设。健全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完善生产经营主

体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实施市场主

体信用分类监管，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意见》提出，要构建多方参与的共治

格局。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自律功能，建

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机

制；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督促电子商务平

台企业加强对网络经营者的资格审查，对

企业履行承诺情况开展“双随机”执法检

查；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引导和舆论监督

作用，鼓励公众举报投诉侵权假冒违法

行为。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

落实，切实抓好政策制定、执法协调、宣传

教育、涉外交流等工作。落实地方政府责

任，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

效考核体系，加强对打击侵权假冒执法经

费和涉案物品环境无害化处理经费的财政

保障。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

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执法监管能力。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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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肖捷：２０１７年将减轻企业税负３５００亿元

　　３月７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长

肖捷表态，在２０１６年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５０００多亿元的基础上，预计２０１７年再进

一步减轻企业税负３５００亿元左右。

他表示，在２０１７年的减税政策安排

中，还明确有６项２０１６年底已经到期的税

收优惠政策，２０１７年将继续实施，包括支

持重点群体的创业就业等。

财政部仍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目的是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对于继续完

善营改增试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

就是将增值税的税率档次由４档减并至３

档，目的就是要营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

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减税效应。

除此之外，在２０１７年的减税政策安排

中，还有两项是专门为中小微企业制定的

减税政策，一项就是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

能够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凡

是年应纳税所得额在５０万元以下的小微

企业，都可以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而在

此之前，只有年应纳税所得额在３０万元以

下的企业，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的优惠。

“我相信，这一政策调整，会有更多的

小微企业受益。”肖捷说。

第二项就是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

展，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由５０％提

高到了７５％，这也意味着，在计算企业所

得税的时候，中小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研发

费用在税前扣除。

不可否认，上述政策势必带来税收的

减少。但肖捷认为，这两项政策更有助于

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用财政减收换来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的提高，是值得的。”他如此表态。

针对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娃哈哈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所说的“税负

过高”问题，部分接近政府的人士认为，原

因在于，企业非税负担过重。

此前，宗庆后曾对外表示，乱七八糟的

费太多，光娃哈哈这个企业就５００多种费。

因此，在减税之外，如何为企业降费，

也成为财政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肖捷表

示，财政部的工作重点是做好两项工作。

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包括

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

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这项改革措施到

位之后，全国政府性基金还剩２１项。二是

取消或停征３５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中

央涉企收费项目减少一半以上，还剩３３

项。财政部将在官方网站上公布具体的中

央和省级的基金和收费目录的清单。

来源：

櫏櫏櫏櫏櫏櫏

櫏櫏櫏櫏櫏櫏

殽

殽殽

殽

腾讯财经

行业信息

电工行业２０１６年经济运行分析及２０１７年形势预测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

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

压力持续加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党

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实施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

民生、防风险的政策组合，使国民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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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民

生持续改善。２０１６年电工行业发展稳中

向好。

一、２０１６年电工行业运行总体情况

２０１６年电工行业表现出以下特点：产

品产量稳中有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

下滑，逐步趋稳；经济效益与上年持平；对

外贸易形势依然严峻，但有向好趋势。

１、产品产量稳中有进

表１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份电工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

名称 单位
完成情况

本月 累计

同比增幅（％）

本月 累计

发电机组 万千瓦 １４１３．４０ １１４５３．７４ ２７．５６ ８．４０

其中：水轮发电机组 万千瓦 ２０４．６６ １４０７．１４ －２６．０３ －１８．５７

　　　汽轮发电机 万千瓦 ８２７．５０ ８７１５．４１ １１２．４８ １８．２０

　　　风力发电机组 万千瓦 ２５９．２０ ２６０７．１４ －２３．３１ －９．９７

工业锅炉 蒸吨 ４８４３０ ４５８１０４ ９．２３ ４．７４

电站锅炉 蒸吨 ７８３１７ ４８１１４６ ６０．８２ ８．８４

电站用汽轮机 万千瓦 １３３０．５０ ７７５８．４０ ４１．６０ １．２０

电站水轮机 万千瓦 １９．２４ ２１９．００ ３．０１ ４．３５

燃气轮机 万千瓦 １２．６０ ２６６．８８ －５７．４８ －１９．０４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２６１８．３４ ２７７６４．７６ ７．２７ －１．２８

变压器 万千伏安 １６６５６．１７ １６６４７６．０５ １１．７９ ８．０１

电力电缆 万千米 ５２５．５７ ５６７７．８３ －６．５４ １．６２

电焊机 万台 ７２．０４ ６７７．１３ ２２．５１ １８．７７

电动手提式工具 万台 ２３０２．３９ ２５４０４．６２ ７．９８ ３．１６

　　从上表看，２０１６年１１类主要产品中

有９类产量增长，其中８类产品增幅低于

１０％，增幅超过１０％的有１类，即电焊机

同比增长幅度为１８．７７％。

从单月产量来看，发电设备产量大体

上保持在１２００万千瓦左右，变压器在１．４

亿千伏安左右，交流电动机在２３００万千瓦

左右，电力电缆在５００万千米左右，工业锅

炉在４００００蒸吨左右。除个别产品波动较

大之外，电工行业主要产品各月产量基本

稳定。

图１　发电机组逐月产量和增速图

图２　交流电动机逐月产量和增速图

图３　变压器逐月产量和增速图

２、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下滑，逐步

趋稳

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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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市场

机制的作用，近一两年电工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增速趋于理性。近期电工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连续下滑，逐步趋稳，２０１６
年电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

１０８５１．８９亿元，同比增长为８．８３％，比去

年同期增速降低了０．５７个百分点。

图４　电力线缆逐月产量和增速图

３、经济效益情况与上年持平

２０１６年电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５８４０９．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５９％，实现利

润总额３６２７．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６％，

延续了年初以来利润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的

趋势。行业经济效益情况基本与去年持

平。

图５　工业锅炉逐月产量和增速图

图６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同比增长图

表２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份电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１－１２月 上年同期

比重（％）

上年同期 １－１２月
同比增减（％）

电工电器行业 １０８５１．８９ ９９７１．７８ ２１．６５ ２０．２３ ８．８３

　　４、对外贸易形势依然严峻，但有向好

趋势

２０１６年电工行业进出口总额１５０３．３９

亿美元，同比减少２．９５％，其中进口额

４９４．６５亿美元，同比减少３．３６％，出口额

１００８．７３亿美元，同比减少２．７５％，贸易顺

差５１４．０８亿美元。

图７　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趋势图

表３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份电工行业主要财务指标表

名称 单位 本月止累计 同比增幅（％）

企业数 个 ２００４３

应收账款 亿元 １２０７０．０１ ８．３５

产成品 亿元 ２２４７．３８ ０．４１

流动资产合计 亿元 ３１８０７．６７ ７．４６

资产总计 亿元 ５０９０１．６１ ８．４５

负债总计 亿元 ２７３９８．８６ ５．９４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５８４０９．９９ ５．５９

成本费用总额 亿元 ５４７１６．７４ ５．６６

利润总额 亿元 ３６２７．０３ ４．９５

税金总额 亿元

　　二、２０１６年电力建设情况

２０１６年，全社会用电量５９１９８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５．０％。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用电量１０７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３％；

第二产业用电量４２１０８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２．９％；第三产业用电量７９６１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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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同比增长１１．２％；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８０５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０．８％。

表４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份电工行业主要经济效

益指标表

名称 单位 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

亏损面 ％ １１．８９ １１．１９

亏损额 亿元 ２５１．５２ ２７５．７８

总资产贡献率 ％

资本保值增值率 ％ １１１．５２

资产负债率 ％ ５３．８３ ５５．１０

流动资产周转率 次 １．８４ １．８７

成本费用利润率 ％ ６．６３ ６．６７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 ６．２１ ６．２５

总资产利润率 ％ ７．１３ ７．３６

表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电工行业进出口情况

名称 单位 本月止累计 同比增幅（％）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１５０３．３９ －２．９５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７６６．７７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５３７．９９

进口额 亿美元 ４９４．６５ －３．３６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２３２．８９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１８２．１８

出口额 亿美元 １００８．７３ －２．７５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５３３．８８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３５５．８１

贸易差额 亿美元 ５１４．０８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３００．９９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１７３．６２

图８　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趋势图

２０１６年，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电厂

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３７８５小时，

同比减少２０３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为３６２１小时，同比增加３１小时；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４１６５小时，同比

减少１９９小时。

表６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指　标　名　称 计算单位
全年累计

绝对量 增长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５９１９８ ５．０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０７５ ５．３

第二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４２１０８ ２．９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４１３８３ ２．９

轻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７０１６ ４．４

重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３４３６７ ２．６

第三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７９６１ １１．２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８０５４ １０．８

全口径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１６４５７５ ８．２

其中：水 电 万千瓦 ３３２１１ ３．９

火电 万千瓦 １０５３８８ ５．３

核电 万千瓦 ３３６４ ２３．８

并网风电 万千瓦 １４８６４ １３．２

并网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７７４２ ８１．６

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电厂供

电标准煤耗
克／千瓦时 ３１２ －３．０

全国线路损失率 ％ ６．４７ －０．２

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电厂发

电设备利用小时
小时 ３７８５ －２０３　

其中：水电 小时 ３６２１ ３１

火电 小时 ４１６５ －１９９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３４２９ －１２．９

其中：水电 亿元 ６１２ －２２．４

火电 亿元 １１７４ ０．９

核电 亿元 ５０６ －１０．５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５４２６ １６．９

发电新增设备容量 万千瓦 １２０６１ －８．５

其中：水电 万千瓦 １１７４ －１４．６

火电 万千瓦 ４８３６ －２７．６

新增２２０千伏及以

上变电设备容量
万千伏安 ２４３３６ １１．１

新增２２０千伏及以上输电

线路回路长度
千米 ３４９０６ ５．０

　　２０１６年，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电厂

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３７８５小时，

同比减少２０３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为３６２１小时，同比增加３１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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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４１６５小时，同比

减少１９９小时。

２０１６年电源建设投资完成额为３４２９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６６２亿元。其中

水电建设投资６１２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了１７０亿元；火电建设投资１１７４亿元，较

去年同期减少了２２２亿元；核电建设投资

５０６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５４亿元。

２０１６年发电设备新增装机容量１２０６１万

千瓦，较去年同期减少了９１３万千瓦。其

中水电新增装机容量１１７４万千瓦，较去年

同期减少了４３４万千瓦；火电新增装机容

量４８３６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减少了１５６４

万千瓦。

２０１６年电网建设投资完成额５４２６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８２３亿元，随着国家

电力建设投资结构的调整，近些年电网建

设的投资仍会呈现加快的趋势。２０１６年

新增２２０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２４３３６

万千伏安，较去年同期增加了２５５１万千伏

安。新增２２０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３４９０６

千米，较去年同期增加了１７５４千米。

三、突出矛盾与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６年电工行业经济虽然实现平稳

增长，但经济运行仍存在诸多问题及困难，

电工行业发展后劲不足，行业增速回落的

压力逐步加大。

１、发电设备进口配套件的国产化应用

停滞。

我国发电装备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不仅整机，包括各类关键配套件如泵和

阀门等产品性能、质量水平已经完全达到

世界一流水平。已没有必要再花费大量的

外汇高额进口泵、阀门等配套件。应该尽

快推荐国产件的应用，从而提高国内设备

厂的整体配套水平。实际上国外这些企业

的这些配套件也是跟随国内机组的应用发

展起来的。

２、市场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

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在宏观经济环境高速

发展的浪潮中，在“十五”、“十一五”期间，

我国电工行业出现了“井喷”式的超高速发

展。由于种种原因，各个分行业都形成了

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根据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的精神，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

民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目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市场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严重已经

成为困扰电工行业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

３、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企业资金使用

效率下降。

不少企业反映货款拖欠现象比较严

重，应收货款回笼困难，严重影响了企业的

资金周转和正常运营。

根据今年对电工行业企业调研情况，

目前电工行业三大龙头企业应收账款快速

上涨，三大龙头企业２０１３年营业收入

１０７０．６８亿元，应收账款５１６．４１亿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４８％；三大龙头企业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１０１７．６３亿元，应收账款５１０．３３

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５０％；三大龙头

企业２０１５年营业收入９３５．６２亿元，应收

账款４３８．８１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４７％，三大龙头企业２０１６年１－７月营业

收入５１２．５７亿元，应收账款４３７．３亿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８５％。

４、各项刚性成本持续上涨，中小企业

融资困难。一方面，企业成本压力依然较

大。企业普遍反应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胀

压力以及运输费用等其他相关成本的上升

对公司盈利能力带来压力。人工成本快速

攀升是企业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企业“用工

难、招工难”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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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企业不得不采用提高用工工资的方

法来争取劳动力，特别是在今年企业效益

不理想的情况下，对企业构成较大压力。

另一方面，借贷、融资成本仍然较高。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虽然国家在政策上给

予了支持的态度，但融资难的问题依旧在

存续。一些小微企业由于缺少信用记录和

可抵押资产，不容易申请到贷款。

四、相关措施及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企业到海外发展，积极开拓

市场，转移一批过剩产能。针对走出去的

企业（尤其是重点企业），希望国家外汇局

能在购汇、结汇方面给予更为灵活政策支

持。

第二，希望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

其所辖拖欠账款的企业采取一定措施，督

促所辖企业偿还所欠发电输变电设备生产

企业的账款，对设备制造企业给予帮助。

第三，建立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形成为

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这可

以结合现阶段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行。

在中小企业分布较多的县及以下经济区域

范围内建立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在国有

商业银行退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股等形

式进行改造，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

建立适合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商业银

行。

五、２０１７年形势预测

预计２０１７年整个电工行业产销将可

实现５％—７％的增长；利润同比增长５％

－７％。从进出口情况看，人民币贬值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出口，但由于国际市

场外需不足，出口形势不会乐观。所以，无

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能维持２０１６年的水平

就算是比较理想了。从固定资产投资看，

目前电工行业的同比增幅还在１０％左右，

与整个机械工业投资增幅基本保持一致，

２０１７年仍可能延续这一态势。

来源：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关于推进电器工业产业基地建设的通知
中电协〔２０１７〕２６号

各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

产业集群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组织

形式和载体，对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

有效配置生产要素、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节

约社会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

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来看，电器工业行业

产业集群虽然已成立了中国电源插座产业

基地、中国电机冲片产业基地等相关产业

基地或产业之都，对区域经济起到了相应

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形势

下，我会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急需提高整体

水平，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以及

工信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

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２０１５】２３６号文

件、按照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的要求，为有的放失的在电器

工业行业领域，坚持创新驱动和市场导向，

以现有优势产业集群为借鉴，以产业园区

为载体，以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

和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按照“协会引导、

地方主导、培育平台、营造环境、创新机制、

探索经验、开放互联、协同发展”的原则，完

善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特

色鲜明、体系完整、环境良好、市场竞争力

强的产业集群，打造产业集群发展新优势，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决定，将在行业内开展产业基地的建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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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展相关产业基地建设通知如下：

一、协会

１．协会制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

基地建设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

办法”）的相关规定（详见附件），根据“实施

办法”开展行业内产业集群建设。

２．协会将以互联网＋电器工业各分支

机构＋各地方专业性行业协会＋企业＋地

方政府的方式，积极探索建立电器行业基

地建设的网络平台，以进一步发挥协会主

导，分会协同，企业参与，政府支持的四位

一体的联动机制作用，提高行业产业集群

工作的管理水平。

二、电器工业各分支机构、各地方专业

性行业协会

１．要树立行业的大局观念，认真落实

“实施办法”，为本行业产业集群的建设提

出可行的规划，做好相应的工作部署。

２．电器工业各分支机构、各地方专业

性行业协会要有效利用行业期刊、会议、网

络等方式大力宣传，充分发挥本行业企业

（龙头企业）和当地政府沟通的桥梁作用。

三、各会员单位

１．会员单位要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大环境下，认清形势，发挥优势，把握

机遇，拓展空间，提升业内主导意识和话语

权，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做好对接工作。

２．参加行业基地申报的企业，请与所

属行业的分支机构负责人或与协会行业基

地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索取相关申报材

料。

电器协会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钱斌、亢荣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２７０７８１—８００６，

６８２７０７８１—８００８

电子邮件：ｓｃｂ２０５＠１６３．ｃｏｍ

附件：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基地建

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

附件：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基地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

快实施产业集群建设的精神，加快行业结

构调整和重组的步伐，促进产业集群平稳

较快发展，规范电器工业领域行业基地建

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业基地建设的指导思想是

推进基地自身建设，提高专业化分工与协

作配套、促进生产要素有效集聚和优化配

置、降低创新和创业成本以及节约社会资

源。

第三条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基地

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公平、公正、公开。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为加强行业基地建设的管

理，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成立由行业基地建

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主要

职责是：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

家加快产业集群建设的方针政策，在政府

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根据电工行业特点，制

定电器工业领域实施办法；

（二）制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基地

建设工作的有关政策性和指导性文件；

（三）制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基地

建设评价体系；

（四）决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基地

建设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负责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行业基地建设的日常工作，办公

室设在协会行业发展与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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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领导小组负责组建行业基地

建设评价专家组。专家组成员由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在行业内推荐并聘用。

第三章　行业基地建设评价管理细则

第七条　申请参加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行业基地建设评价的主体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评价申请需由县级及以上行政级

别政府或企业提出；

（二）评价地区的评价行业（企业）销售

收入应该占该行业全国销售收入１５％以上

（中西部地区可适当降低），评价行业产值应

在本地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三）评价地区（企业）产业链比较完

善，有较强产业配套能力；地区内龙头企业

技术水平先进、产品质量可靠、行业信用等

级较好，对当地评价行业发展具有明显带

动作用；

（四）评价行业（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当地规划，符合环保要求，基础设施基

本完善，产业集聚特色明显；

（五）具备为集群企业提供研发设计、

技术开发、质量监测、人才培训、管理咨询、

物流配送等公共服务平台；

（六）当地政府能为评价行业发展创造

良好发展环境，具有相应资金、税收、用地

等方面政策和支持；

（七）当地工商、质检、环保、安监等政

府部门应加强对评价行业的监管，采取切

实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严厉打击

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并接受协会定期检查；

（八）评价地区应具备地方性行业组

织，并能够配合政府部门加强行业自律，引

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八条　行业基地建设需通过领导小

组组织专家组评价。专家组得出评价意见

后向领导小组报告，最后中国电器工业协

会审定批准公布。

第九条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对符合条

件的地区（企业）授予“中国ＸＸ基地”的称

号。如该地区产业发展对国内其他地区相

关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辐射、引领和带

动作用的话，可授予该地区“中国ＸＸ之

都”的称号。

第十条　行业基地评价程序

参评地区政府（企业）向中国电器工业

协会提出申请意向，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交相应申评材料。

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

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核。初审

通过后，正式启动评价工作，根据参评地区

（企业）的不同组建专家评价组。

专家评价组可以通过现场核查等方式

对参评地区（企业）进行审查，并经过综合

评议，得出评价结论，上报领导小组办公

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网和《电器工业》等媒体上对评价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十五天。在公示期内，实名

相关人可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异议，领

导小组办公室在接到异议报告后，应立即

中止公示工作，待举报查实后，重新决定是

否继续行业基地评价工作。一年内仍无法

消除异议障碍的参评地区，领导小组应当

驳回其参评申请。

公示期满且没有异议者，将公示结果

报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对公示结果进行确

认后，由协会统一向社会正式公布。

第十一条　行业基地评价管理实行动

态跟踪督促激励制度。

（一）参评地区（企业）必须保证申请材

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参评数据必须经相

关单位认可并盖章；

（二）自行业基地评价结果公布之日

起，领导小组需对参评地区实施动态跟踪

和信息管理；

（三）行业基地标牌和证书有效期为５

年。在有效期内，领导小组每年需对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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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基地进行复审；

（四）每年由地方行业组织上报本地区

和本行业龙头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汇总报告。

第十二条　领导小组与国家工商机关、

税务机关、海关系统、质检系统和各社会团

体建立信息绿色通道，凡发现有瞒报、虚报

申评材料的，有权拒绝其申请，或有权公布

已评价结果无效。该参评地区自被拒绝或

宣布无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在评价过程中，实行专家

评价组组长负责制，对于违反评价程序和

违背评价事实的个人或集体，中国电器工

业协会将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取消评价

资格处分，违反国家法律的，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第十四条　专家评价组成员在评价过

程中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不得接受参评地

区馈赠，不得纵容参评地区提供虚假信息，

对提交领导小组的评价意见必须实事求

是，对行业负责，对社会负责。

第十五条 专家评价工作组成员和办

公室工作人员，不得侵犯评价地区及企业

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严格遵守保

密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由领导小组负

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来源：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关于交纳２０１７年度分会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２０１６年分会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在广

大会员单位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坚持以

服务为宗旨，为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努力。

特别是在行业内开展了较有影响的行业年

会、论坛、艾唯奖、低压电器高级班系列培

训、企业品牌培育、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出

国考察等重要活动，为企业在提升产品可

靠性、培养人才、品牌培育、搭建交流学习

平台、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了服务，

受到了企业和总会的首肯。

２０１７年分会将继续本着为企业服务的

宗旨，引领行业在专业技术培训、交流平台

建设、品牌培育等诸方面工作上更好地为企

业提供服务。同时，认真做好秘书处日常服

务工作，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希

望广大会员单位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

分会工作，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根据分会工作条例，现开始征收２０１７

年度会费，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一般会员单位每年应交纳３０００元。

理事单位每年应交纳６０００元。

常务理事单位每年应交纳１００００元。

副理事长单位每年应交纳１５０００元。

理事长单位每年应交纳２００００元。

会费是分会开展正常工作经费的主要

来源之一，按分会工作条例规定，交纳会费

是会员单位应尽的义务，会员如无故二年

不交纳会费，视作自动退会。希望会员单

位高度重视，积极配合会费交纳工作，并于

６月３０日前汇至分会账号。

特此通知！

名 称：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

电器分会

开户行：工行联合大厦支行（上海市）

帐　号：１００１２６０５０９０１４４３３８７２

地　点：上海市武宁路５０５号

联系人：代迎波

电　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２７３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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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低压电器———重合闸技术专训”圆满落幕

　　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

会、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主办的“重合闸技

术专训班”于４月２０－２２日在上海举办，

来自国内一流企业、ＡＢＢ、西门子等８０余

家企业１６０余人参加了培训活动。

重合闸培训课程紧贴市场需求。国内

著名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研究者上海电器

科学研究院的老专家龚骏昌老师讲述了

ＣＢＡＲ的标准及研发技术；标准研究中心

黄兢业主任从国际标准 ＥＮ ５０５５０、

ＥＮ５０５５７与国内标准ＧＢ／Ｔ３２９０２－２０１６

（ＣＢＡＲ）、ＪＢ／Ｔ１２７２７－２０１６、ＹＤ／Ｔ２３４６

－２０１１Ｑ／ＧＤＷ１１４２１－２０１５的对比出

发，阐述远程／自动重合闸各类标准、规范

并研读技术要求，特别是重点指出国网、南

网、ＣＱＣ各自的重合闸规范的不同之处；

电器分院技术中心陈永亮副主任从众多案

例中剖析电能表外置断路器及自动重合闸

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产品的电子技

术；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公司为本次培训专

遣巨汉基博士与李文文老师解读《电能表

外置断路器技术规范》。三天培训内容，汇

聚重合闸领域工作者急需掌握的知识点与

技术特性，满足参训人员的对重合闸产品

的广度与深度的探究。

整场培训，学员技术观点碰撞激烈，上

下互动热烈。为指导企业系统掌握重合闸

技术及标准技术要求有着重要的推进作

用。

（姜修冬

櫏櫏櫏櫏櫏櫏

櫏櫏櫏櫏櫏櫏

殽
殽殽

殽

）

标准化

中电协团体标准推进专家委员会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为深入开展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以下

简称“中电协”）团体标准研究制定，进一步

完善团体标准组织体系建设，强化协会领

导在团体标准制定中的管理职能，中电协

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团标推进专家委员会工作启动会。专家委

员会由中电协常务副会长刘常生担任主

任，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振岩及副会长方晓

燕担任副主任。组员由中电协部分副会长

及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理

事长及部分副理事长组成。会议由副会长

方晓燕主持。

会议邀请了国家标准委工业二部副主

任王莉出席并做讲话，她介绍了国家标准

委在指导团体标准工作方面的意见和方针

政策，鼓励有能力的协会大力培育和发展

团标。常务副会长刘常生和副会长郭振岩

分别讲话，介绍了中电协开展团体标准的

情况并对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同期审查通过了《中国电器工业

协会标准制定工作管理办法》（第二版，修

订）（送审稿）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标准化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送审稿），审定通过了

２４项团体标准项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来源：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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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开关电器国际标准化工作组会议在西班牙马德里成功召开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１０日 ＭＴ１８会议在

西班牙马德里召开，ＭＴ１８是自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ＩＥＣ年会后决定新成立的维护工作

组，专门负责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６－１标准的维

护工作，此次会议为 ＭＴ１８成立后的第一

次正式会议，低标委派两名代表参加，来自

各国的专家及代表共１６人参会。

会议由召集人Ｎｅｉｌ主持，由于 ＭＴ１８

为新成立，与会代表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

一致通过了上次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Ｋ的会议纪

要。ＩＥＣＳＣ１２１Ａ的秘书Ｅｒｉｃ介绍了启动

新工作项目的流程及注意事项，如果ＩＥＣ

６０９４７－６－１要启动修订，一些技术问题

最好提前确定解决方案，针对目前对ＤＣ

文件的反馈意见进行详细讨论，如果 ＭＴ

认为技术已清晰，即可启动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６

－１的维护程序，届时各阶段的时间节点

有严格要求，需按时完成各阶段的工作才

能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并及时出版ＩＳ。另

外，结合ＣＥＮＥＬＥＣ的风险评估要求，Ｅｒｉｃ

做了简单介绍，并提醒 ＭＴ在ＩＥＣ６０９４７

－６－１的维护中要贯彻风险评估的要求，

确保符合性。后续对这一议题仍需深入讨

论。接下来工作组对于收到的１８２条意见

逐条进行了讨论，完成了７９条意见的讨论

处理。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

———会议明确此次修订只考虑两个电

源的情况，多于两个电源的情况可在下次

修订时考虑。

———对于中国提出的“增加专用型

ＴＳＥ的定义”的提议，工作组认为原则上

同意，大家认为符合６－１的产品就是专用

型的，无需重复强调，但为了让用户更清

楚，决定在文字上更加明确对派生型ＴＳＥ

的描述。

———关于ＰＣ、ＣＢ和ＣＣ型ＴＳＥ的区

别，会议讨论确定，分类中ＰＣ、ＣＢ和ＣＣ

不再强调按照开关特性分类，今后在标准

中强调ＰＣ重在短路耐受、ＣＢ重在短路分

断，而ＣＣ只能正常情况下操作，短路条件

下性能有限制，几乎没有多少短路性能。

相应的定义也做了调整。

———第６章重新编排，与正在修订的

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１、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２、ＩＥＣ６０９４７

－３保持一致，

用表格的形式标明应提供哪些产品信

息以及标志的位置。

目前市场上ＴＳＥ的结构多种多样，功

能繁多，标准修订的工作量较大，工作组将

继续完成对已收到意见的处理，为ＩＥＣ

６０９４７－６－１标准的修订打好基础。

（栗惠）

犝犔２４８－１９：２０１６介绍

　　笔者曾在《低压电器信息》介绍过ＵＬ

光伏熔断器标准草案（至今第８、９稿）。现

在ＵＬ已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颁布了该

熔断器的正式标准：ＵＬ２４８－１９《低压熔

断器 第１９部分：光伏熔断器》，并在２０１６

年２月１日作了修改。与第９版草案相

比，正式标准在编辑形式和技术内容上均

作了一定的修改，如更改了标准的条款号、

增加了触头的温升值等。现将经２０１６年

修改的ＵＬ２４８－１９正文介绍如下，仅作

参考。

１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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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值至直流

１５００Ｖ的光伏（ＰＶ）系统的熔断器。

１．２光伏（ＰＶ）系统的熔断器预期用

于保护光伏组件串或方阵和与之相连的导

线，对在加拿大的“加拿大电气规程（ＣＳＡ

Ｃ２２．１加拿大电气规程 第１部分）”、墨西

哥的“电气安全标准，ＮＯＭ－００１－ＳＥＤＥ”

和美国的“全国电气标规ＮＥＣ，ＮＦＤＡ－

７０”所标志的电气等级内的过载或短路提

供保护。

１．３本型式熔断器不预期保护下级逆

变器元件（如电容器）及抵御此电容器反馈

至方阵的放电。

２　范围

２．１本部分预期与ＮＭＸ－Ｊ－００９／

２４８／１－ＡＮＣＥ？ＣＡＮ／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

２４８．１－１１？ＵＬ２４８－１《低压熔断器　第

１部分：基本要求》标准（以下称为第１部

分）一起使用。除非经本部分修改，第１部

分的要求适用。

２．２对预期用于加拿大的产品，基本

要求规定于“ＣＡＮ／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０，基

本要求—加拿大电气规程，第ＩＩ部分”。

３　特性

３．１分类

３．１．１用于光伏（ＰＶ）系统的熔断器应：

　　ａ）为非可更新熔断器；和

　　ｂ）最小额定分断值至少１０ｋＡ。

３．２电压额定值

３．２．１电压额定值可至直流１５００Ｖ。

优先额定值为６００Ｖ，７５０Ｖ，１０００Ｖ，１２５０Ｖ

和１５００Ｖ。

３．３频率

３．３．１不适用。

３．４额定分断值

３．４．１额定分断值最小应为１０ｋＡ。

３．５峰值允通电流和熔断Ｉ２ｔ特性

３．５．１不适用。

４　标志

４．１熔断器应按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２４８

－１／ＵＬ２４８－１《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

基本要求》标志。且补充要求如下：

　　 ａ）熔断器应以字母“ＰＶ”或

“ｇＰＶ”标志；或

　　ｂ）以文字“光伏熔断器”标志。

４．２具有整体接线端的熔断器应按

ＵＬ４８６Ａ－４８６Ｂ／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６５《导

线连接器标准》进行标志。标志可标在熔

断器上、单元包装物上或信息单上。

５　结构

５．１除了符合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２４８－

１／ＵＬ２４８－１《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基

本要求》的结构要求外，具有整体接线端的

熔断器也应符合 ＵＬ４８６Ａ－４８６Ｂ／ＣＳＡ

Ｃ２２．２《导线连接器标准》的结构要求。

５．２尺寸不规定，但应符合制造厂的

规定。

６　特性

６．１总则

６．１．１具有整体接线端的熔断器应按

ＵＬ４８６Ａ－４８６Ｂ／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６５《导

线连接器标准》对机械顺序要求进行附加

检查。

６．１．２对具有整体接线端的熔断器其

全部试品应根据制造商指示进行连接。

６．１．３对于１００Ａ及以上的熔断器，表

１中用于电流循环试验（见６．７）的样品数

量应为３个。

６．２温升和载流能力验证

６．２．１试验方法

６．２．２．１１．０犐ｎ———温升和载流能力

以１．０犐ｎ进行。

６．２．２试验结果的判别

６．２．２．１除了第１部分的规定外，触

头的最大温升值不应超过１３０℃。

６．３过载动作验证

６．３．１在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２４８－１／ＵＬ

２４８－１《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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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表４（过载动作验证）内下列试验适

用：

　　ａ）试验１———１．３５犐ｎ；和

　　ｂ）试验３———２．０犐ｎ。

表１　被试熔断器数量

试验
试验温度

５０℃ 环境温度

６．２温升和犐ｎ验证 ３

６．３过载动作验证

　　ａ）狋ｍａｘ（１．３５犐ｎ） ３

　　ｂ）狋ｍａｘ（２．０犐ｎ） ２

６．４额定电压下动作验证

　　ａ）２．０犐ｎ １

　　ｂ）制造商指定的额定

分断值Ａ
１

６．６．１热感应漂移

　　温升和犐ｎ验证 ３

　　过载动作验证

　　ａ）狋ｍａｘ（１．３５犐ｎ） ３

　　ｂ）狋ｍａｘ（２．０犐ｎ） ３

额定电压下动作验证

　　ａ）２．０犐ｎ ３

　　ｂ）制造商指定的额定

分断值Ａ
３

６．６．２极端温度

　　犐ｎ验证 １

　　过载动作验证 １

　　———狋ｍａｘ（１．３５犐ｎ）

６．７电流循环 １８

　　６．４额定电压下动作的验证

６．４．１在ＣＳＡＣ２２．２Ｎｏ．２４８－１／ＵＬ

２４８－１《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基本要

求》中，表６（直流额定电压下动作验证）内

下列试验适用：

　　ａ）试验１———１０ｋＡ或更高。试

验电路应有１００μＨ（±１０％）电感；

　　ｂ）试验５ｃ———２犐ｎ。试验电路应

有１００μＨ（±１０％）电感。

６．５峰值允通特性和Ｉ２ｔ验证

６．５．１不适用。

６．６特殊环境条件

６．６．１热感应漂移

６．６．１．１各等级和型式的１５个熔断

器应按下述规定进行５０次冷热循环处理：

　　ａ）负４０℃时间１５分钟；和

　　ｂ）９０℃时间５分钟。

６．６．１．２５０次循环后，熔断器应放入

环境温度为２３±３℃（７３．４±５!

）的室内，

时间不少于３小时。从负４０℃（１０４!

）至

９０℃（１９４!

）所需的转移时间不作规定。

６．６．１．３各等级和型式的３个经处理

的试品应按６．２规定，仅进行载流能力

（犐ｎ）验证试验。

６．６．１．４各等级和型式的３个经处理

的试品应按６．３规定，进行过载动作验证

试验。试品总数见表１。

６．６．１．５各等级和型式的３个经处理

的试品应按６．４规定，进行额定电压下动

作验证试验。试品总数见表１。

６．６．２极端温度

６．６．２．１各等级和型式的２个熔断器

试品应进行不少于３小时的５０℃（１２２!

）

处理。

６．６．２．２各等级和型式的１个熔断器

应按６．２规定，如表１仅进行载流能力

（犐ｎ）验证试验。

６．６．２．３各等级和型式的１个熔断器

应按６．３规定，如表１进行１．３５犐ｎ的过载

动作验证试验。

６．７电流循环

６．７．１选样

６．７．１．１选择１８个熔断器，且测量每

个熔断器的电阻。

６．７．１．２对于１００Ａ及以上的熔断器，

仅３个熔断器试品按６．７．２和６．７．４进行

处理和试验。另加３个试品按６．７．３和

６．７．４进行处理和试验。

６．７．２温度处理

６．７．２．１各等级和型式的９个熔断器

试品应按６．６．１．１进行处理，接着按６．７．４

进行试验。

６．７．３湿度处理

６．７．３．１各等级和型式的９个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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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品应按下述规定在湿度箱内进行处理：

　　ａ）２５℃（７７!

）；

　　ｂ）湿度９０－１００％；和

　　ｃ）不少于５天。

６．７．３．２处理后，试品应按６．７．４进

行试验。试验应在试品从湿度箱中取出后

１小时内开始进行。

６．７．４试验

６．７．４．１每个试品系列应按下述规定

进行３０００个循环试验：

　　ａ）每个循环开始和结束时的电

流应为０．１５犐ｎ；

　　ｂ）以线性形式和在３秒钟内，将

电流从０．１５犐ｎ升至０．４０犐ｎ；

　　ｃ）０．４０犐ｎ电流应维持１０秒钟；

　　ｄ）以线性形式和在３秒钟内，将

电流从０．４０犐ｎ降至０．１５犐ｎ；

　　ｅ）０．１５犐ｎ电流应维持１０秒钟；

　　ｆ）以线性形式和在３秒钟内，将

电流从０．１５犐ｎ升至０．７５犐ｎ；

　　ｇ）０．７５犐ｎ电流应维持１０秒钟；

　　ｈ）以线性形式和在３秒钟内，将

电流从０．７５犐ｎ降至０．１５犐ｎ；

　　ｉ）０．１５犐ｎ电流应维持１０秒钟；

　　ｊ）以线性形式和在３秒钟内，将

电流从０．１５犐ｎ升至１．０犐ｎ；

　　ｋ）１．０犐ｎ电流应维持１０秒钟；

　　ｌ）以线性形式和在３秒钟内，将

电流从１．０犐ｎ降至０．１５犐ｎ。

６．７．５试验结果的判别

６．７．５．１试验后，全部试品应恢复至

２３±３℃环境温度，并且对每个熔断器进行

电阻测量。如果符合下述条件，试品合格：

　　ａ）各单个熔断器电阻值与初始

测量值的偏离不得超过１０％；和

　　ｂ）所有试品的熔断器本体不得

出现破裂或裂纹。

（吴庆云）

节能节水环保认证介绍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４－２０１６《低压熔断器

第４部分：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

充要求》于２０１６年４月颁布，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实施；该标准等同采用了ＩＥＣ６０２６９－

４：２０１２第５．１版。２０１６年８月，ＩＥＣ出版

了ＩＥＣ６０２６９－４第５．２版。相比于５．１

版，５．２版对部分技术参数、试验等作了修

改。现将５．２版主要修改内容介绍如下

（条款按５．２版），仅作参考。

２．２．１０５　电压源逆变器熔断体

注２中将“典型值为１ｍｓ～３ｍｓ”改为

“典型值为３ｍｓ或以下”。

３．６．３时间常数（τ）

增加注３。

注３：当短路条件ｄｉ／ｄｔ＝Ｅ／Ｌ时，可

使用ｄｉ／ｄｔ代替时间常数。

　　Ｅ＝直流电源的电压值；

　　Ｌ＝电容器放电电路的总电感。

表１０１　“ｇＲ”和“ｇＳ”型熔断体的约定

时间和约定电流

第３栏中“１．１３Ｉｎ”改为“１．１Ｉｎ”。

８．３．３熔断体耗散功率的测量

将第１段改为：“ＩＥＣ６０２６９－１中

８．３．３适用，并补充：耗散功率试验至少在

５０％、１００％额定电流时相续进行。试验允

许以交流或直流进行。”

８．３．４试验方法（新增条款）

用于８．３和８．４高额定电流试验的铜

导体截面积规定于表１０７。

８．３．５试验结果的判别

删去“试验后，熔断体性能不应有显著

变化”。

（８．４．３．２和８．４．３．４中类似语句同

样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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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７　高额定电流试验的铜导体截面积

额定电流（犐Ｎ） 截面积

Ａ ｍｍ×ｍｍ

１６００ ２×１００×５

２０００ ３×１００×５

２５００ ４×１００×５

３１５０ ３×１００×１０

≥４０００ 犐Ｎ×ｍｍ２／Ａａ

ａ　电流≥４０００Ａ时，截面积按电流密度＝１Ａ／ｍｍ２而定。

　　８．４．３．６指示装置和撞击器（如有）的

动作

将“———犐２ａ电流（见表１０４）”改为

“———犐２ａ电流（见表１０４和表１０５）”。

８．５．５．２

第一个破折号后的文字改为“———对于

交流，恢复电压保持在１１０＋２－３％额定电压”。

表１０４　交流熔断器分断能力试验参

数

第２栏“额定电压为６９０Ｖ，１０５＋５０ ％”

改为“额定电压的１１０＋２－３％”。

表１０６　ＶＳＩ熔断体分断能力试验参

数

第２栏“额定电压的１１０＋５０ ％”改为

“额定电压的１１０＋２－３％”。

第２栏“１ｍｓ和３ｍｓｃ之间”改为“小于

３ｍｓｃ”。

脚注ｃ改为“制造厂同意，可使用具有

高ｄｉ／ｄｔ（替代低时间常数）的预期电流”。

（吴庆云

櫏櫏櫏櫏櫏櫏

櫏櫏櫏櫏櫏櫏

殽

殽殽

殽

）

综合信息

工信部部长苗圩：创新将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主引擎

　　人民网北京３月１９日电 ，３月１８日

至２０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７年会”在京举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我国制造

业发展已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创新将

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主引擎。

苗圩表示，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动力，关

键是实施好创新驱动的战略。近年来，以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

系正在形成，并显示出强大活力和动力，重

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他举例说道，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型新涡扇支线客机正式投商

业运营，Ｃ９１９大型客机完成大部分地面实

验即将实现首飞。

“在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

制造业创新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仍存在一

些制约创新的短板和弊端。”苗圩认为，从

扶植政策上看，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在实

际执行中还存在落实不到位问题，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的门槛高，制造业企业受惠面

偏小；从激励机制看，充分调动创新人才积

极性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有利人才、信

息、风险资本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

置的机制还需完善；从服务体系看，支撑企

业开发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数量还不多、

能力还不强，大型科研设备和创新资源开

放共享程度不够；从社会环境来看，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产业

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处在较低水平。

针对全面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加快

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苗圩表示，首先要完

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弥补创新链从实

验室产品到产业化间的缺失环节，突出体

制机制创新，充分依托企业联合高校和研

究院所，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推进新材料、机

器人等创新中心建设，指导和推动省级创

新中心建设。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产

业化应用示范，破解行业共性技术、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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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难题。

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实

施重点新材料研发和应用的重大工程，加

快论证天地一体化的信息网络，智能制造

和机器人等重大工程。加快车联网推广和

应用，在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发展高点。

三是夯实工业发展基础能力，针对重

大工程和重点装备关键技术和产品的急

需，支持优势企业开展产学研用联合攻关，

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性瓶颈。要开展

示范应用、建立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完成

首台套、首批次的政策，支持核心基础零部

件。强化平台支撑，布局和组建一批研发

中心，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

四要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加

快推进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建

立健全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的

装备科研生产体系，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双

向转化，推动军民结合型产业快速发展，形

成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强大的牵引力和推动

力。

五是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高度重

视领军人才和优秀团队的引领作用，培养

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人才，加快建设多层次的制造业创新人才

队伍。

六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和行业壁垒，

消除阻碍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的人为因素。

深化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和市场监管，构建公平市场竞争秩序。

完善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通过财政、税

收、金融等多种手段，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

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来源：人民网

２０１７政府工作报告的电力：抓好电力体制改革 开放竞争性业务

　　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上午９点，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召开，李克强总理

作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能源电

力部分亮点：

一、２０１６年工作回顾

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供给结构

有所改善。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去产

能，全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６５００万吨、煤

炭产能超过２．９亿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分流职工得到较好安置。支持农民

工在城镇购房，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

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成效。推动企业兼

并重组，发展直接融资，实施市场化法治化

债转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着眼促进企业降成本，出台减税降费、降低

“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价格等举

措。加大补短板力度，办了一批当前急需

又利长远的大事。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取得新

进展。制定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办法，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强化

大气污染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

分别下降５．６％和４％，７４个重点城市细

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下降９．１％。优

化能源结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１．７

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２个百分点。

推进水污染防治，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严肃查处

一批环境违法案件，推动了环保工作深入

开展。

二、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任务

（一）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

降一补”。要在巩固成果基础上，针对新情

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成

效。

扎实有效去产能。今年要再压减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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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５０００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１．５亿

吨以上。同时，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

能５０００万千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

过剩风险，提高煤电行业效率，为清洁能源

发展腾空间。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

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

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坚决淘汰不

达标的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上产能。

去产能必须安置好职工，中央财政专项奖

补资金要及时拨付，地方和企业要落实相

关资金与措施，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

生活有保障。

（二）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要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基础性、

关键性改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要以提高核

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形成有

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

市场化经营机制。今年要基本完成公司制

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

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

迈出实质性步伐。抓好电力和石油天然气

体制改革，开放竞争性业务。持续推进国

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抓紧剥离办社

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进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改善和加强

国有资产监管，确保资产保值增值，把人民

的共同财富切实守护好、发展好。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主体功

能区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

监测预警机制，开展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体制试点，出台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三）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

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要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

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

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把发

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进国家智能

制造示范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

施工业强基、重大装备专项工程，大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完善制造强国建设政策体系，以多种方式

支持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焕发新的蓬

勃生机。

（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

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

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

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

展新动能。

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稳

定可靠供电服务和平原地区机井通电全覆

盖。

（五）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面对国

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要进一

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加快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

支点建设，构建沿线大通关合作机制。深

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

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加强教

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办

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奏合

作共赢新乐章。

（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

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

群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

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

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今年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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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３％，重点

地区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浓度明显下降。一

要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面实施散煤

综合治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完

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３００万户以上，全部

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加

大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东

中部地区要分别于今明两年完成，西部地

区于２０２０年完成。抓紧解决机制和技术

问题，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有效

缓解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加快秸秆资源

化利用。二要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开展

重点行业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对所有重点

工业污染源，实行２４小时在线监控。明确

排放不达标企业最后达标时限，到期不达

标的坚决依法关停。三要强化机动车尾气

治理。基本淘汰黄标车，加快淘汰老旧机

动车，对高排放机动车进行专项整治，鼓励

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在重点区域加快推广

使用国六标准燃油。四要有效应对重污染

天气。加强对雾霾形成机理研究，提高应

对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扩大重点区域联防

联控范围，强化应急措施。五要严格环境

执法和督查问责。对偷排、造假的，必须严

厉打击；对执法不力、姑息纵容的，必须严

肃追究；对空气质量恶化、应对不力的，必

须严格问责。治理雾霾人人有责，贵在行

动、成在坚持。全社会不懈努力，蓝天必定

会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中电联：２０１７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预测

　　 （一）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低于２０１６年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服务业和居

民用电发展趋势、电能替代、房地产及汽车

行业政策调整、２０１６年夏季高温天气等因

素，在常年气温水平情况下，预计２０１７年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３％左右。若

夏季或冬季出现极端气候将可能导致全社

会用电量上下波动１个百分点左右；另外，

各级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力度调整将可能

导致全社会用电量上下波动０．５个百分点

左右。

（二）新增装机容量继续略超１亿千

瓦，非化石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

预计全年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装机１．１

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６０００万千瓦左右。预计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将达到１７．５亿千瓦，其中非化

石能源发电６．６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将

上升至３８％左右。

（三）全国电力供应能力总体富余，火

电设备利用小时进一步降低

预计全年全国电力供应能力总体富

余，其中，华北电网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

衡，华东、华中、南方电网区域电力供需总

体宽松，东北、西北电网区域电力供应能力

过剩较多。预计全年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

时３６００小时左右，其中火电设备利用小时

将下降至４０００小时左右。

一、有关建议

（一）坚持电力规划引导指导，推进落

实电力“十三五”发展目标

近期，我国“十三五”能源规划和电力

规划等专项规划相继发布，２０１７年是认真

落实各类规划的关键年，抓好组织实施至

关重要。

一是提高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确保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落地。规划是“十

三五”能源与电力发展的行动纲领和编制

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文件、布局重大项目

的依据。建议立足电力行业全局，加强电

力规划与能源综合规划、其它各专项规划

的衔接，加强电力国家规划与省级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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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衔接，坚持以规划指导项目，以项目落

实规划，提高规划权威性。

二是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及时

开展规划滚动修订。规划落实期间，各种

影响因素复杂多变。建议加强规划执行过

程管理，完善并落实规划中期评估机制，及

时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做好规划的滚动修

订。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科学设置

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目

标，适当保持电力增长的合理区间和弹性。

三是提高规划的整体性、协同性，加强

国家有关部门对地方规划工作的指导监

督。目前，省级能源（电力）规划编制与实

施由各省（区、市）负责。建议加大省级电

力规划与涉及全国布局、总量控制，以及跨

省输送的区域电力规划衔接，并建立行之

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抑制地方政府不合

理的投资冲动，从严控制煤电发展规模，缓

解电力供需矛盾。

（二）完善预测预警体制机制，保障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电力平稳运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部

环境条件和内部动因变化，交织叠加、相互

作用，给电力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需要

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为原则，抓住重点和

难点，提前预警、合理引导、及时行动，确保

电力平稳运行。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分析新情况

新问题。“十三五”期间，电力发展环境错

综复杂、变动频繁，尤其是随着简政放权、

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进，项目审批、电力运行

等工作重心下沉。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

基层调研、一线指导，及时掌握和分析电力

规划落实和运行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是健全预测预警机制，及时化解风

险。当前显现的电力供应能力富余、煤电

过剩风险加剧，尤其是２０１６年下半年突发

的电煤价格暴涨，都说明电力运行风险仍

然存在。建议健全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和指

标体系，及时发布预警级别等相关信息，有

效引导行业投资方向，科学指导企业投资

行为，推动布局优化，提高发展效益，化解

风险，保障发展。

三是完善政策“工具包”，及时出台措

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一旦市场机制

失灵，迫切需要政府及时干预，但任何政策

的出台都要经过调研、分析和论证。建议

针对电力运行可能发生的情形和问题，提

前研究和谋划，形成一系列备选政策，根据

市场状况随时“出牌”，及时应对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和类似电煤价格暴涨等突发问

题，切实提高调控的效率和效果。

（三）应对安全运行新问题，确保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在电力需求持续下降情况下，发电机

组低位运行，火电机组深度调峰、频繁启

停，甚至核电机组参与调峰，机组运行工况

发生很大变化，给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带来

严峻考验，亟需采取措施应对。

一是推进主网架和联网工程建设，优

化网架结构。建议尽快解决“强直弱交”问

题，构建分层分区、科学合理的坚强网架结

构。对我国未来电网发展目标和总体格局

进行前瞻性、系统性设计，形成目标清晰、

布局科学、结构合理、便于实施的中长期网

架规划，避免大量重复建设和技术改造。

二是加强网源协调管理，强化技术监

督和指导。电力改革“厂网分离”后网源协

调管理弱化，建议国家能源管理部门组织

制定和完善涉网安全管理专项规定，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明确监督管理和实施主体

责任；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作

用，强化技术监督和指导。

三加强质量监督管理，提高电力主设

备安全可靠性。建议加强电力设备寿命周

期全过程安全管理，完善设备质量、运维、

检测等环节标准。加强重点输电通道节点

设备、重载输变电设施、低负荷机组运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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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及时落实整改措施消除隐患。关注低

负荷机组运行特性研究，强化设备设计选

型，严把设备入网质量关。

（四）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减少不合

理弃风弃光弃水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发电持续快速发

展，电源结构不断优化，但新能源发展过

快、过集中、网源不协调等矛盾突出，弃能

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电力转型升级瓶颈，亟

需破解难题。

一是转变新能源发电发展思路，提高

发展质量。建议加强新能源各项发展政策

间的协调，坚持分布开发与集中开发并举

的方针，根据各地资源情况和消纳能力制

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优化开发布局，抑制

无序发展，保证弃水、弃风、弃光率控制在

合理水平。

二是加强外送通道建设，增强资源配

置能力。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现

有跨省区输电通道；以规划为指导、以解决

当前的存量问题作为重要出发点，加快当

前外送通道建设，扩大新能源的消纳范围

和配置能力。

三是全面提升系统的灵活性，提高电

力系统综合调峰能力。一方面，通过加快

抽水蓄能电站、调峰气电建设，推进煤电灵

活性改造等措施，提高系统调峰能力；另一

方面，进一步优化电力调度运行，提高电力

需求侧响应能力，加快辅助服务市场、峰谷

电价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提

高调峰积极性。

四是加强协调、打破壁垒，拓展新能源

电力消纳市场。加强风电、光伏发电保障

性收购有关政策的执行督导，完善优先调

度机制，打破省间壁垒，建立有利于新能源

跨区消纳的市场化机制；推进可再生能源

与火电发电权交易置换，以及可再生能源

替代燃煤自备电厂发电，积极推广电采暖

等多种形式的电能替代，促进可再生能源

就近消纳；推进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制度，并相应建立电力运行监

测评估制度。

（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降低电力企

业经营负担和风险

当前，电力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交易价

格不断下降、燃料成本大幅上涨、产能过剩

风险加剧、节能减排改造任务繁重，多重矛

盾交织叠加，企业经营面临严峻压力和困

境，亟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营造企业发展

良好氛围。

一是进一步完善煤电联动机制，合理

疏导煤电企业大幅上涨的燃料成本。２０１５

年以来已两次下调全国煤电上网标杆电

价，电力直接交易进一步降低上网电价，而

燃料成本、环保成本大幅上涨、煤电利用小

时持续下降导致发电边际成本也在上涨，

煤电企业抗成本波动能力明显弱化。建议

完善煤电联动机制，重新调整联动周期、价

格计算机制等关键环节，以合理疏导煤电

企业成本。

二是进一步完善煤电环保补贴机制，

及时足额发放可再生能源补贴。建议将煤

电环保电价补贴调整为“价外补贴”，在市

场竞争电价之外按照度电标准给予补贴，

保障参与市场竞争的发电量也可以得到应

有的环保补贴收入；加快解决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历史欠账问题，扩大补

贴资金来源渠道，简化可再生能源补贴申

报、拨付流程，确保可再生能源补贴及时足

额发放到位，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定

价机制及相关政策。

三是尽快出台针对电力“僵尸企业”职

工分流、减免银行债务等方面的针对性政

策。建议帮助电力企业进行低效无效资产

清理处置和亏损企业治理工作，并给予一

定的财政补助。

四是提高有关政策的严肃性、协调性

和稳定性。建议统筹做好政府定价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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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

核相关政策的相互衔接；加强节能环保低

碳政策的制定的统筹协调性，注重顶层设

计，充分发挥多行业作用，加大市场机制的

引导作用，降低行政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五是积极引导促进电能替代。坚持政

府主导，国家在产业政策制定、规划编制、

电价政策及财政补贴等多方面积极推进电

能替代，促进低碳清洁发展，提高电能在终

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同时促进电力企业增

供扩销，缓解电力供需矛盾。

（六）统筹改革与发展关系，促进电力

行业可持续发展

中发〔２０１５〕９号文的印发，极大地调

动了各方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但在配套制

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过快放开

市场交易电量，容易造成恶性竞争，不利于

市场良性发育和改革有序推进，需要协调

好各方关系，积极稳妥推进改革。

一是统筹协调电力体制改革、国企改

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重改

革与行业发展，完善相关调控政策。建议

坚持在保证行业企业运行在合理区间和健

康发展的大前提下，推进行业改革和产业

调控，有序放开市场交易电量，避免各类不

利因素叠加造成的风险快速聚集，引发企

业大面积经营亏损。

二是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议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认真总结部分地区

电力市场建设中暴露的问题，进一步完善

交易机制，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输配电价

核定、电力交易机构设置等关键环节，健全

电力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直接交易合同约

束力，保障合同有效执行。

三是加强省级电力市场交易工作的指

导和监管。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市场准入

规则、市场交易规则、清洁能源消纳、输配电

价核定等方面加强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带

有地方保护色彩的不合理政策，维护市场秩

序，保证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推进。

四是规范自备电厂管理，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建议尽快完善自备电厂管

理政策法规，将自备电厂政府性基金、附加

及交叉补贴征收到位，有效推动政策性交

叉补贴电价的落实，同时建立健全对自备

电厂的有效监管机制。

来源：中电联规划发展部

推进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情况发布

　　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是党中央、国

务院立足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而做出的一

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发布实施以来，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领导小组协调推动下，有关方面着力完善

顶层设计和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和上

下联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重大工程带

动作用，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稳

定工业增长、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狠抓规划落实，“五大工程”实施

效果初显。我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发布实施１１个配套规

划，出台了一批支持政策措施，组织实施了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

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大

工程。目前，首家创新中心———国家动力

电池创新中心已挂牌成立，国家增材制造

创新中心开始筹建，培育建设１９家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开展了２２６个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试验验证和新模式应用项目，遴

选了１０９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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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首批１９家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

推进“一揽子”重点突破行动和“一条龙”应

用计划，一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

料和先进基础工艺取得突破。启动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组织９９家企业开展绿色设计

试点示范，创建５１家国家低碳工业园区，

实施５７项高风险污染物削减项目，规模以

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约５％。

高端装备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关键技

术和配套技术、电动汽车硬壳电芯关键材

料实现重要突破。

（二）聚焦重点目标，重大标志性项目

取得阶段性成效。１５个年度重大标志性

项目中，７个完全落实，４个基本落实，其余

正在推进。部分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如成功研发我国首款柔性复合工业机器

人，并已形成小批量供货能力，实现了批量

生产ＲＶ减速器并获得国外订货，实现了

规模化生产谐波减速器。

（三）开展试点示范，落地生根效应凸

显。积极推进《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试点示范

城市（群）创建工作，已批复宁波、泉州、沈

阳、长春、武汉、吴忠、青岛、成都等８个试

点示范城市和江苏苏南五市、广东珠江西

岸、湖南长株潭３个试点示范城市群。目

前，各试点示范城市（群）按照实施方案的

要求，围绕构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政策

保障、人才培养等体系进行综合试点，积极

探索新常态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和

新路径，力争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四）制定分地区指南，各地差异化发

展格局加快形成。按照“基于比较优势、促

进错位发展、深化部省合作”原则，工业和

信息化部与各地强化工作对接，制定了《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分省市指南（２０１６年）》，引导

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建设、同质竞争

等问题。各地积极对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根据自身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

市场环境，选择发展重点和方向，制定相关

政策措施，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截至

２０１６年末，已有２９个省（区、市）出台了实

施方案或指导性文件，推动形成因地制宜、

特色突出、区域联动、错位竞争的制造业发

展新格局。

（五）强化政策引导，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效应明显。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

政策引导和各方努力，互联网已广泛融入

研发设计各环节，关键产品和装备智能化

步伐加快，２０１６年企业数字化研发工具普

及率达到６１．８％，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３３．３％。推动大企业“双创”平台发展取得

良好成效，４７％的大企业搭建并运营了协

同创新平台，中央企业已建成各类互联网

“双创”平台１１０个。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扎实推进，全国４０００余家企业开展贯

标、７．２万余家企业开展自评估自诊断和

自对标，贯标企业运营成本平均下降

８．８％、经营利润平均增加６．９％。积极推

进工业互联网发展，部署以顶层架构和关

键标准为重点前瞻性研究，加强产学研用

协同，通过试点示范加快应用推广。

（六）实施专项行动，质量品牌建设取

得初步成效。实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以来，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了《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

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

《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和国防科

工局联合发布了《促进装备制造业质量品

牌提升专项行动指南》、《装备制造业标准

化和质量提升规划》。２０１６年，新核定２３

家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完成６６９项强制性标准和计划的整合精简

工作，发布２０８项消费品行业标准，支持

１１项由我国提出提案的国际标准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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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提品质”奠定重要基础。在全行业

累计树立２５１家品牌培育示范企业，首批

参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的２２家

产业集群市场占有率平均提高２．３％，出

口增速平均超过１０％，新产品产值率从

２７％提高到３４．１％。

二、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正

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档期，传统增长引擎对

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人工智能、３Ｄ打印

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

点尚未形成，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逆

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不确定

因素明显增加。

（二）创新发展路径有待探索。制造业

转型升级、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没有现成经

验可以照搬，需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

径依赖。创新模式、理念和发展路径，统筹

处理培育新产业和改造旧产业、稳增长和

调结构、政府引导和市场作用关系等重大

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三）科学有效发挥市场作用有待加

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形势，部分地

区、部分行业为促投资、稳增长，还有“一哄

而上”的冲动。同时，制造业投资尤其是民

间投资下滑趋势、部分制造企业生产经营

压力过大等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必须及

时出台政策措施加以引导。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大“五大工程”等实施力度。制

订发布制造业企业“双创”平台培育计划，

以提升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

创业创新技术支撑能力为重点，开展制造

业企业“双创”专项行动。加快推进机器

人、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中心建

设，指导和推动省级创新中心建设。加快

培育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

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远程运

维服务等新模式，突破增材制造、智能传感

与控制等关键技术装备。继续组织实施

“一揽子”重点突破行动和“一条龙”应用计

划，完善产业技术基础体系，加强产业技术

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整机（系统）

和基础技术互动发展。推进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继续组织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加

快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示范，实施

生产过程清洁化、水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基

础制造工艺绿色化改造。围绕重点领域研

发一批关键系统和核心部件，推动一批国

外对我限制出口、国内亟需的关键装备取

得突破，如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高档数

控机床。

（二）扩大试点示范城市（群）覆盖面。

选择２０—３０个基础条件好、示范带动作用

强的城市（群），继续开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试点示范创建工作。指导试点示范城市

（群）在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任务实施路

径和配套政策举措方面先行先试。一方面

加大工作协调和督促力度，建立考核评估

体系，形成中央、省、试点市聚焦重点领域，

协同支持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发挥上下

联动机制作用，加强引导和规范，实现各地

制造业差异化发展。

（三）加快重大标志性项目建设。继续

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对于尚在实施过程中

的２０１６年度重大标志性项目，要进一步明

确分工和进度要求，确保项目实施工作落

到实处。同时，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重点

领域的短板和瓶颈，继续遴选一批基础条

件好、关联程度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未

来２—３年内有望取得突破的项目，作为

２０１７年度重大标志性项目，集中力量重点

攻关。

（四）实施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

程。深入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

包，重点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基础能力提

升、绿色制造推广、高端装备发展等重大工

程。继续做好《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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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指南》宣传推广工作，加强对企业、地方

和金融机构的引导。完善企业技术改造重

大项目库，编制年度导向计划，加强信息共

享与产融对接，发展符合技术改造特点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

（五）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深化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强化行业准入规范管理，构建权

责明确、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实施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政策

向普惠性、功能性转变，加强产业政策与财

税、金融、贸易等政策的联动配合。加大中

小企业支持力度，推动落实已出台的税收

优惠等政策措施，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模式

创新，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六）务实推进国际交流合作。践行开

放发展理念，利用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加

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与相关国家工业发展

战略对接，共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带来的挑战，扩大国际智能制造合

作，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投资

合作，推动落实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实

现合作共赢。

来源：规划司

工信部公布２０１６年我国光伏产业运行情况

　　光伏产业是半导体技术与新能源需求

相结合产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当前

国际能源竞争的重要领域。２０１６年，我国

光伏产业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回暖态势，产

业总产值达到３３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７％，

整体运行状况良好。一是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２０１６年多晶硅产量１９．４万吨，同比

增长１７．５％；硅片产量约６３ＧＷ（吉瓦，下

同），同比增长３１．２％，光伏电池产量约为

４９ＧＷ，同比增长１９．５％，光伏组件产量约

为５３ＧＷ，同比增长２０．７％，光伏新增并

网装机量达到３４．５ＧＷ，同比增长１２７％。

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全球占比均超过

５０％，继续位居全球首位。二是企业经营

状况持续向好。前五家多晶硅企业平均毛

利率超２０％，前１０家组件企业平均毛利

率超１５％，部分生产辅材企业毛利甚至超

过２５％，进入规范条件的组件企业平均利

润率同比增加３个百分点，３１家上市光伏

企业中，有９家增幅超过１００％。三是行

业发展秩序渐趋合理。工业和信息化部继

续实施并公告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

第五批企业名单，相关实施工作受到多方

重视，行业规范与信贷授信协同联动加强，

发展秩序渐趋规范。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

推动下，光伏企业智能制造持续推进，生产

自动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单位产出用

工量明显下降。企业兼并重组意愿增强，

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加速推进，如易

成新能成功重组赛维ＬＤＫ、隆基股份收购

美国太阳爱迪生公司（ＳｕｎＥｄｉｓｏｎ）的马来

西亚工厂等。四是先进工艺技术产业化进

程加快。先进晶体硅电池技术研发多次打

破世界纪录，黑硅制绒、背面钝化（ＰＥＲ

Ｃ）、Ｎ型双面等一批高效晶硅电池工艺技

术产业化加速，已建成产能超过１０ＧＷ，单

晶和多晶电池平均转换效率达到２０．５％

和１９．１％；多晶硅生产工艺得到进一步优

化，骨干企业生产能耗已下降至８０度电／

千克的国际先进水平。五是产品成本持续

下降。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双轮驱动

下，我国先进多晶硅企业生产成本已下降

至７０元／千克以下，晶体硅组件生产成本

下降至２．５元／瓦以下，资源较好地区的光

伏发电成本下降至０．６５元／度水平，不断

逼近平价上网，质优物廉的光伏产品为全

球光伏市场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六是“走

出去”步伐加快。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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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多家企业在境外设厂，已遍布全世界

２０多个国家，境外已建成的产能超过

５ＧＷ，生产布局全球化趋势明显。２０１６

年，我国硅片、电池片和组件产品出口额约

为１３８．４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１．３％，这主

要受我国多家企业在海外设厂影响。对印

度、土耳其、智利、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出

口显著提升，对欧美传统市场出口占比降

至３０％以下，进一步降低了美欧“双反”的

影响。

在产业回暖的同时，我国光伏产业发

展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制造业竞争力提

升乏力。国内扶持政策对上游支持不足，

企业创新发展积极性不高，产业结构性矛

盾突出，高端产能尚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

求，关键工艺技术与国外领先水平相比仍

存差距，尤其在核心光伏装备领域，新型薄

膜、异质结等技术路线发展缓慢，基础创新

能力也亟待提升。二是相关政策联动不

足。《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实施工作与

下游应用等相关政策联动不足。部分实力

不强、未进入规范公告的企业仍能获得应

用补贴、出口退税等优惠，影响了产业优胜

劣汰和兼并重组，不利于落后产能退出。

三是行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

受前期产业贷款坏账影响，金融机构对光

伏制造业授信整体压缩状况未根本改善，

企业通常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

或者要担负６％以上甚至超过１０％的贷款

利率。融资难融资贵制约了企业研发投

入、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国内

需求大起大落。上网电价的过快过频调整

导致国内市场出现阶段性大幅波动，供需

节奏不匹配，对制造业影响较大，制造业受

制于发展惯性，难以较快适应市场的大起

大落。如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在经历火热的

“６．３０”后，光伏市场在三季度出现真空，导

致产品价格暴跌，绝大部分企业出现亏损。

五是市场应用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可再生

能源附加基金出现较大缺口，光伏电站补

贴拖欠较为严重，非技术因素包括光伏用

地、光伏并网等成本显著提升，加速蚕食技

术进步成果。光伏发电国家与地方建设规

划、年度计划不协调，西北部地区光伏限电

严重，分布式光伏发电存在落实建设场地

难、电费回收难、项目融资难等制约因素，

极大影响了分布式发电项目开发的积极

性。六是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欧美日

等国家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加大我

国光伏“双反”应对工作难度。欧委会已决

定继续延长对我国光伏产品采取“反倾销”

措施。美国新一届政府贸易保护气氛也较

为浓郁，增加中美光伏“双反”和解难度。

从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看，光伏

产业仍是各主要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美、

欧、日等国均在加快布局本国光伏产业及

应用，促进制造业回流，泰、印、越等也利用

其成本优势欲在该领域有所作为。为进一

步规范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光

伏政策联动。深入落实《光伏制造行业规

范条件》和《关于进一步优化光伏企业兼并

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加强部门配合，推

动行业规范与电站建设、补贴发放等政策

联动，同时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企业重组。

二是推动光伏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统筹

政策和资金资源，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中

支持光伏企业关键工艺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鼓励光伏企业加快智能制造改造升级，

提升光伏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继续发布《中

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２０１７年版），引

导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加速拓展我

国光伏产业全球竞争优势。落实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利用光伏产业外向型发展优

势，推动光伏企业加快国际产能和应用合

作进程，积极开拓南美、中西亚、非洲等新

兴市场，推动产业全球布局，提升我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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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优势。四是推动光伏应用多样化

发展。研究出台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可再

生能源应用评价办法，推动分布式光伏在

工业园区的应用，发挥绿色能源在绿色园

区、绿色工厂中的作用。探索在污水处理

厂、居民小区、体育场馆、高速公路等独立

区域应用，推动应用光伏系统的新能源充

电设施试点。五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配

合相关部门推动光伏发电补贴体制机制创

新，建立电价补贴随装机量和发电成本变

化的调整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投入，

缓解光伏产业融资难题。加快光伏产业标

准体系、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及光伏应

用实证基地建设。

综合分析预测，２０１７年我国光伏产业

发展总体将保持平稳，但面临的内外部不

确定因素增大。一方面２０１７年光伏上网

电价调整带来的抢装、光伏电站建设指标

提前透支引发的国内市场波动，以及国外

“双反”持续发酵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将

对制造业持续发展带来较大挑战。另一方

面，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将不断加快，

优势企业凭借技术、资金、管理及产业布局

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抢占市场先机，促

进产业加快优胜劣汰。

来源：工信部

能源局新能源司解答光伏行业多项关切：１．０５亿千瓦只是下限

　　中国网财经２月２０日讯（记者 李春

晖）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的《光伏行业

２０１６年发展回顾与２０１７年形势展望》研

讨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调研员邢

翼腾的讲话可谓干货满满，对近期光伏行

业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１）１．０５亿千瓦目标只是下限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光伏装机达到１．０５亿

千瓦，即年均新增装机１２００万千瓦以上。

而２０１６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３４５４万千

瓦，累计装机容量已达７７４２万千瓦。这是

否意味着未来四年我国光伏发展将有所放

缓呢？

对此，邢翼腾在上述研讨会中表示，

１．０５亿千瓦并不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也并

非上限，而是下限。“这指标是根据２０２０年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１５％倒推

出来的一个指标，即至少要达到１．０５亿千

瓦才能够实现刚才说的目标。”邢翼腾称。

２）如何界定屋顶分布式光伏？

邢翼腾表示，初步考虑只有建设用地

上的屋顶分布式，才能算是真正的屋顶分

布式。能源局未来可能对屋顶分布式的电

压等级和容量等级进行规范。

３）为什么分布式光伏不发绿证？

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于２月３日联

合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建立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体系。

但是试行绿证制度的领域中不包括分布式

光伏发电，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对于分布式

光伏不够重视呢？

邢翼腾表示，不发绿证恰恰体现了国

家对于分布式光伏的重点支持。绿证制度

是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的问题，

但是国家优先补贴分布式光伏，使其不存

在补贴延迟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发绿证。

４）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难度很大

补贴延迟是制约我国光伏行业发展的

一大难题。按照现行规定，我国对可再生

能源发电实行标杆电价，高于当地脱硫燃

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通过在全国

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来解决。目前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为１．９分

钱／千瓦时，随电费收取，对居民生活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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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用电不予征收。但是１．９分钱／千

瓦时的征收标准无法覆盖补贴需求，目前

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严重缺口。有专家建

议上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以缓解补贴

缺口的问题。

邢翼腾表示，因为“十三五”期间我国

实体经济整体还是比较困难，经济下行压

力比较大，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难

度是很大的。

来源：中国网

光伏产业向创新和规模应用要效益

　　在光伏产业“火爆”表象的背后，补贴

拖欠、弃光限电等问题却成为产业头顶的

一片“阴霾”，制约产业发展。

我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标杆电

价，高于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解决。

目前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为

０．０１９元／千瓦时，无法覆盖补贴需求，导致

缺口严重。而且，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情况下，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难

度极大。

另一大隐忧就是新能源消纳困境，在

全国电力过剩大背景下，去年太阳能发电

限电范围进一步扩大。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

全国弃光电量为７４亿千瓦时，弃光率达

１０％以上。预计２０１７年消纳难题不会有

大的改观，反而会随着光伏装机量增加日

益凸显。

面对挑战，光伏业必须未雨绸缪。不

断推动成本下降，获取更有利于与传统能

源竞争的电价是唯一出路，技术创新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行业需要积极

研发前沿技术，并依托“领跑者”基地推广

技术和规模化应用。与此同时，积极开展

智能制造，也可加速生产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发展，既可提升产品品质，又可降低

人工成本和库存，进一步巩固我国制造业

优势。

来源：中国经济网

２０２０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容量可达７．２亿千瓦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日前接受

中国电力报时表示，解决好弃风弃光问题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根本、最主要的途

径，还是要做好能源系统的统筹优化。下一

步，将主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措施。第一，

加快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建设。“十三五”期

间，要加快大型抽水蓄能电站、龙头水电站、

天然气调峰电站等优质调峰电源建设，加大

既有热电联产机组、燃煤发电机组调峰灵活

性改造力度，积极发展储能，改善电力系统

调峰性能。预计五年将增加煤电调峰能力

４６００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１７００万千瓦，

天然气调峰电站５００万千瓦，显著提高电力

系统调峰和消纳可再生能源的能力。第二，

调整优化发展布局。“十三五”期间，将风电

和太阳能开发重心从“三北”向中东部转移，

以分布式开发、就地消纳为主，新增风电装

机中，中东部地区约占５８％；新增太阳能装

机中，中东部地区约占５６％。同时，有序推

进电力外输通道建设，促进“三北”地区可再

生能源跨省区消纳。第三，推进电力系统运

行模式变革。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落地，

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及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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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建立健全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消

纳的价格和调度机制，逐步推行可再生能源

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通过

采取以上措施，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含水电）并网容量可达到７．２亿

千瓦，并网容量比重可达到３６％，上网电量

比重可达到２７％。华东和南方等主要负荷

中心消纳风电、太阳能发电能力可达到

３５％左右，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努力

把“三北”地区弃风率、弃光率控制在５％以

内，其他地区基本做到不弃风、不弃光。

来源：中电新闻网

国土规划聚焦能源领域 智能电网统筹建设成重点

　　近日，国务院对外印发《全国国土规划

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纲要》对国土空

间开发、资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和保

障体系建设等作出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

是我国首个全国性国土开发与保护的战略

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在能源领域，《纲

要》着墨颇多，并明确提出要构建能源安全

保障体系。

具体来讲，要加强能源矿产勘查。按

照深化东（中）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开

辟新区、拓展海外的思路，加强渤海湾、鄂

尔多斯、四川、塔里木、东海等重点盆地油

气勘查，获取规模储量；加大银额、羌塘等

含油气盆地及中上扬子地区勘查力度，实

现油气资源战略接替。以优质动力煤和炼

焦煤为重点，加快神东、陕北、晋北等国家

大型煤炭基地资源勘查进程。加强铀矿资

源调查和潜力评价，加快探明一批新的矿

产地。实施油页岩和油砂资源调查与潜力

评价，积极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

（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查，在海域和陆

域具备成藏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天然气

水合物勘查开发。开展全国地热资源远景

调查评价。

要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水平。推动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优化能源结构，以开源、

节流、减排为重点，确保能源安全供应。重

点建设山西、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东部地

区、西南地区、新疆五大重点综合能源基地

和东部沿海核电带，构建“五基一带”能源

开发利用格局。加强深海油气资源开发，

加快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推进油页岩、页

岩气、天然气水合物、油砂综合利用技术研

发与推广。加强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综合开

发，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切实提高煤炭加

工转化水平，强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

保护生态前提下，有序稳妥开发水电，安全

发展核电，高效发展风电，扩大利用太阳

能，有序开发生物质能。实施新能源集成

利用示范工程，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太阳能

光伏和光热发电、生物质气化、生物燃料、

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大幅提高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例。

要完善高效快捷的电力与煤炭输送骨

干网络。强化智能电网与分布式能源系统

的统筹建设，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特别

是非电用煤比重。坚持输煤输电并举，逐

步提高输电比重，扩大北煤南运和西电东

送规模。结合大型能源基地布局，稳步建

设西南能源基地向华东、华中地区和广东

省输电通道，鄂尔多斯盆地、山西、锡林郭

勒盟能源基地向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输电

通道。加快区域和省际超高压主网架建

设，加快实施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改造工程，

提高综合供电能力和可靠性。优化煤炭跨

区流向，重点建设内蒙古西部地区至华中

地区的北煤南运战略通道；建设山西、陕西

和内蒙古西部地区至唐山地区港口、山西

中南部至山东沿海港口等西煤东运新通

道；结合兰新铁路扩能改造和兰渝铁路建

设，完善疆煤外运通道。

来源：机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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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将成为智能电网投资新亮点

　　当前，节能减排、绿色能源、发展低碳

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人类能源发展面临的第一挑战，是以可再

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建造能源使用

的创新体系。如，目前我国约有三分之一

的风电机组，由于本地负荷不足和外送通

道受限等原因，处于停运状态，造成极大的

资源浪费。智能电网，基于先进的信息技

术和通信技术，彻底改造现有的能源利用

体系，最大限度地开发电网体系的能源效

率。

智能电网（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ｓ），就是

电网的智能化，也被称为“电网２．０”，它是

建立在集成的、高速双向通信网络的基础

上，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设

备技术、先进的控制方法以及先进的决策

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实现电网的可靠、安

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目

标，其主要特征包括自愈、激励和抵御攻

击、提供满足２１世纪用户需求的电能质

量、容许各种不同发电形式的接入、启动电

力市场以及资产的优化高效运行。

智能电网地位独特

智能电网是下一代强大的电力配电网

概念，是电力系统向更灵活、清洁、安全及

经济方向发展的电网。在这一愿景中，网

格是一个网络相互连接的智能设备，它实

施分布式控制，其以包括发电、输电、配电

和用电各环节的电力系统为对象，通过不

断研究新型的电网控制技术，并将其有机

结合，实现从发电到用电所有环节信息的

智能交流，系统地优化电力生产、输送和

使用。

对于电力系统而言，智能电网通过将

电力系统与先进的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相结

合而得到的智能网络，能够在系统发生故

障和失去控制之前进行预测和自愈，具有

更高的灵活性；而对于用户而言，智能电网

提供的电力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能，能源消耗降低，智能电网能以较低成本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智能电网集成了一个愿望———以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

提高电能质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包

括市场放松管制，承认多元利益和利益相

关者的发电和配电行业。在智能电网的发

展过程中，配电网需要从被动式的网络向

主动式的网络转变，这种网络利于分布式

发电的参与，能更有效地连接发电侧和用

户侧，使得双方都能实时地参与电力系统

的优化运行。

微电网作用显著

智能电网是一个激进的变革，有很大

的挑战，这一设想变成现实之前还有很多

问题需要解决。自动化是一个艰巨的任

务，在整个网络中的每一台设备更换或升

级，要求每个断路器、每台变压器、每台重

合器能够在发送状态信息的请求时，远程

启动智能电网。但目前，断路器和重合器

并没有做出复杂的决策能力。然而，目前

的微电网的研究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

微电网中的电源多为容量较小的分布

式电源，即含有电力电子接口的小型机组，

包括微型燃气轮机、燃料电池、光伏电池、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以及超级电容、飞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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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等储能装置，它们接在用户侧，具有

成本低、电压低及污染低等特点。随着可

再生能源的间歇性质增加，由此产生的浪

涌功率有可能在网络中产生更多的不稳定

性因素。为此，目前正在进行的微电网研

究，很可能有助于此区域的发展。

另外，未来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案

将变得非常具体，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人

造系统，往往是将一个大的系统分成更小

的模块，包括数学，厂房结构，语言，软件工

程，及制造等等方面，这需要智能电网更多

地走向细致化。然而，与流行的智能电网

的愿景相比，现实情况是，在大规模部署的

智能互联网耦合基建的同时，没有实用程

序将急于暴露自己固有的风险。一个更有

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小规模部署智能电网中

智能网格的概念，如切负荷，调峰，自适应

交换等。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微电网的概

念才会明显地在智能电网中得到应用。

未来发展趋势

微电网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结构，是实

现主动式配电网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可实

现对负荷多种能源形式的高可靠供给。开

发和延伸微电网能够促进分布式电源与可

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使传统电网向智

能网络的过渡。微电网与更广泛的网格相

互作用可以被定义和限制，以便避免不良

影响。

电气设备专家称，微电网本身可看做

是小型的电力系统，具备完整的发输配电

功能，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安全消纳，同时微

电网本身还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发电功能

系统，通过能源之间的调度，提高终端能源

的利用率，也是智能电网发展的技术趋势。

从全球来看，微电网市场有望在未来

５年迎来高速成长期。目前微电网主要处

于实验和示范阶段，但从过去五年来看，微

电网的技术推广已经度过幼稚期，市场规

模稳步成长，世界各地的政府、主要能源公

司和电力公司等积极主导或参与当地微电

网工程建设。未来５到１０年，微电网的市

场规模、地区分布和应用场所分布都将会

发生显著变化。

目前，国家电力系统输电主网结构已

经基本形成，随着智能电网建设的快速发

展，我国智能电网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政府日趋重视，自下而上推动力越

来越强，市场前景广阔，企业积极参与。近

三年，微电网开始逐渐走到政策前台，新一

轮电改方案逐步落实，市场进一步打开，再

加上国内打造智能微电网新兴产业竞争激

烈，微电网发展空间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拓展。

未来，电网建设投资的重心将转向配、

用电环节。突破大规模间歇式新能源电源

并网与储能、智能配用电、大电网智能调度

与控制、智能装备等智能电网核心关键技

术，就成为未来微电网投资在智能电网投

资结构性变化中的新亮点。

来源：中国节能服务

储能产业市场爆发在即

　　在经历了去年一波小高潮后，储能产

业在２０１７年有望爆发。从“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三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到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都将储能

作为重点研究和发展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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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支持逐步明朗的背景下，不少

企业开始加大力度布局，开拓储能市场，进

一步探索具有盈利性的商业模式。业内人

士表示，去年下半年起政策频繁出台，今年

会有更明确的补贴政策，储能已处在市场

爆发的前夜，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一定是其市

场争夺激烈的时期。

作为未来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前瞻

性技术，储能产业在新能源并网、电动汽

车、智能电网、微电网、分布式能源系统、家

庭储能系统等方面都将发挥巨大作用。我

国储能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正处

于从示范应用向商业化初期发展过渡的重

要阶段。

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锂离子电池占

新增储能方案的５０％。据预计，到２０２５

年，锂离子电池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占全

球电力电池储能部署的８０％。

目前，储能产业正处于向商业化初期

发展过渡的阶段。当前，储能市场尚未爆

发，中科招商熊斌博士对此分析认为，一是

受限于成本，盈利空间较为薄弱，行业的发

展动力不足；二是政策不明朗，影响了储能

市场的发展。但不少市场人士均表示看好

储能未来的发展，并预测储能市场的爆发

应该在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实现，主要基于锂

电池成本的进一步下降、锂电池产能逐步

充足、电改推进使得政策利好储能市场的

发展等。

来源：中国工业报

南存辉：制造业“新动能”从哪里来？

　　２０１７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之年，制造业仍然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之一。

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如何顺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加快

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打造实体

经济升级版，成为制造业企业的急迫任务。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

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以正

泰为例，现身说法，向中国能源报记者阐述

了他关于制造业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观

点：培育发展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新动能创造发展新空间

当前，我国为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

旧动能接续转换，陆续出台了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互联网

＋”等战略和行动计划，促进了新动能的

发展。

正泰作为中国工业电器龙头企业和新

能源领军企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特征

尤为明显。专家认为，新产业、新业态、新

产品、新技术和新的服务模式等已渐渐成

为了正泰发展“新动能”。

据了解，依靠科技创新，正泰稳步实施

机器换人，实现生产管理全程数字化，推进

信息化与自动化深度融合，提升软件技术

产品竞争力，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

升级。

在温州乐清，正泰电器推出的“基于物

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

车间的研制与应用”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

专项项目，成为低压电器行业智能制造的

示范。在浙江海宁，正泰建成了全球首家

单体最大“光伏制造＋互联网”透明工厂，

能够实现定制化设计和生产，全自动化流

水线工序，全程透明可控。在杭州，正泰智

能工厂引进以及自主集成了全套国产化自

动光伏生产设备，基本具备了工业４．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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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大部分智能要素，在硬件设备、生产

工艺、工业软件等方面都展现了智能制造

的强大动力，体现了目前国内多项光伏组

件的最高制造水平，并入选工信部中德合

作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更难得的是，正泰还卓有成效地进行

了商业模式创新。正泰率先跳出单纯依靠

组件生产和销售的方式，依托资金优势、机

制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由单纯“卖产品”向

ＥＰＣ总包“交钥匙”工程、开发投资建电站

到运营电站收电费“卖服务”转变，走出了

一条具有正泰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正

泰还领行业之先，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打造

新型“农光”、“林光”、“沙光”、“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模式。

据介绍，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正泰江山

２００ＭＷ林农光互补地面电站项目正式并

网一周年，通过将光伏发电、高效农业、工

业旅游和生态观光相结合，开创“三产融

合、三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了“土

地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环境增美、政

府增税”的五增效益，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林

农光互补地面电站项目，也是华东地区单

体规模最大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此外，位

于衢州柯城区的正泰新能源１６０ＭＷ光伏

生态公园项目也于此前正式开工，项目总

投资约１６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第一

个光伏生态公园。正泰还积极响应浙江省

“百万家庭屋顶光伏工程”计划，２０１６年累

计安装家庭屋顶光伏电站数量过万，其中

正泰打造的龙游芝溪家园光伏屋顶项目成

为业内典型。

但这一切，在南存辉看来，还远远不

够。他认为，智能制造只是手段，新的应用

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在不断涌现，未来能

不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保持竞争优势，关

键还看能否培植战略性新兴产业，依靠创

新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增长新动力。

培植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泰从涉足石

墨烯储能开始。储能是构建能源互联网的

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正泰“发、输、变、配、

用”电力全产业链上的最后一环。近年，正

泰从自身产业发展需要和全球经济发展趋

势出发，及时捕捉到石墨烯的应用商机，于

２０１４年收购上海新池能源公司，并与中科

院上海微系统所成立联合实验室，以领先

的石墨烯粉体材料为基础开发下游应用，

重点聚焦发展高品质石墨烯粉体材料，围

绕电器产业开发石墨烯铜复合金属材料应

用。随后正泰又与西班牙Ｇｒａｐｈｅｎａｎｏ公

司合作投资Ｇｒａｂａｔ公司，研发高性能石墨

烯电池，并２０１６年９月，向公众展示了石

墨烯技术在多个领域应用取得的最新

成果。

物联网与传感技术的研发应用则是正

泰培植的另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据了解，

正泰正在积极推进物联网核心技术产业

化、物联网创新应用、传感器产业化创新发

展。正泰科技创新创业园暨正泰（乐清）传

感科技产业园已经正式启动建设，将以物

联网传感技术与应用为依托，打造物联网

传感技术与应用特色小镇。

传统动能注入新鲜血液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之时，传统动能是

不是应该完全抛弃？正泰向我们示范了传

统动能改造提升的有效路径。

“传统动能改造升级，要为传统动能注

入新鲜血液，重在推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南存辉

表示。

当前，我国供给体系出现供需错位现

象，表现为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

不足。南存辉认为，制造业企业只有持续

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推动产业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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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中高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生存下去。

为此，２０１５年，正泰专门组建了一支

４００多人的专业团队，投入１．５亿元，花了

３年时间不断进行打磨和升级。在开发其

中一个产品时，光模具就做了８００多幅；为

设计一个小小的细节，仅方案就做了３６

套，最后是优中选优。整个系列的产品，经

过７８００多项可靠性测试，使之能够适应－

３５°Ｃ到７０°Ｃ的严苛环境，获得了３６０多

项专利，成为低压电器行业当仁不让的领

先产品。

为了精准解决客户的需求，２０１６年，

针对电力、机械配套、建筑三大行业，正泰

低压电器产业推出全新的“ＷｉｓｅＰＲＯ朗

智”配电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是正泰在传

统低压电器领域精耕细作、不断创新升级

的最新成果。未来，ＷｉｓｅＰＲＯ朗智系统解

决方案将为电力行业用户提供智能配电软

硬件产品及服务，为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和

住宅提供完整的低压配电方案，为机械配

套行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绿色节能的产

品及智能易用的系统解决方案。

在业界看来，正泰一系列中高端产品

的推出是企业主动革自己的命、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的典型做法。

除了产品革新迭代，正泰还将传统物

流进行了重新定位。在改造提升业内传统

物流上，正泰打造的智慧物流构建了“传统

产业＋互联网＋物流服务”模式的新型生

态圈，为用户从订单、仓存、生产、采购、运

输、产品交付、结算、大数据分析决策等方

面实现Ｏ２Ｏ（线上线下）资源整合，提供一

站式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有效降低了物

流成本。

“制造业的‘新动能’从哪里来？我认

为既要积极培育新兴经济业态，使之成为

新的增长引擎，也要深化新技术、新业态在

传统领域的融合应用，使传统动能焕发新

活力。”南存辉说，“正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花了近１０年时间，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制

造业要培育新动能，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来源：中国能源网　

２～３月铜上海期货行情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当月交割

铜的收盘价，２～３月上海期货行情见下

表：

月份
收盘价（元／吨）

最高 最低

２ ５０３００ ４６１３０

３ ４８８２０ ４５４９０

（分会秘书处）

２～３月白银上海华通铂银交易市场行情

　　根据上海华铂银交易市场中国铂银的

结算价，２～３月铂银行情见下表： 月份
收盘价（元／ｋｇ）

最高 最低

２ ４３１６ ４０２１

３ ４２４５ ３９２０

（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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