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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当前经济工作六大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４月２５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决

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

换，有效防控风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会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

表述，释放出六大重要信号。

信号一：一季度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实现良好开局。各方面对新发展理念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逐步加深、行动更

为自觉，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６．９％，

实现自２０１５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

增速。市场预期改善，工业支撑力有所提

升；消费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巩固，一季度对

经济增长贡献达到７７．２％；产业优化升级

不断推进；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３３４万人；

城乡居民收入“跑赢”ＧＤＰ增速。

【点评】“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态势在

加强，回暖具有一定可持续性。”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说，

今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向深入

推进，积极效应不断释放。市场延续去年

三季度以来的复苏势头，企业敏锐抓住市

场变化，进一步释放活力。在新发展理念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引下，全国上下苦

干、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为首季经济良

好开局奠定基础。

信号二：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要看到，当前经济向好有周期性等因素，经

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面临不少挑战，必须

坚持用新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坚

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背景】当前区域和行业走势依然存在

分化，部分地区产业结构较单一，市场经济

发展尚不充分，面临较大压力；一些产能过

剩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工业投资增速仍低于全国投资平均增

速；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点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部长王军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

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部分地区、部分

领域还比较突出，不乏“穿旧鞋走老路”、依

靠投资拉动而非创新驱动发展的现象。推

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更多关注“战略

性”一词的深刻含义，在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更多从中长期着眼、从供给侧着眼，坚

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在不断化解矛盾和

风险中实现转型升级。

信号三：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

加强监管协调，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

大惩处违规违法行为工作力度。

【背景】当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金

融领域存在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

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金融违规违法

和腐败行为时有发生。

【点评】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

近几年金融创新加快，但个别金融机构的

过度趋利行为导致风险跨市场、跨领域交

叉传染。在现有监管框架下，要发挥好金

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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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监管合力，摸清风险底数，消除“脱实向

虚”的高风险金融业务，让更多金融业务为

实体经济服务，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信号四：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

深化

会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

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改造提升传

统动能，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振兴实体经

济，实现转型升级。

【背景】今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去年基础上向深入推进，经济延续稳中

向好的发展势头，积极变化不断增加。

２０１７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之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将取得实

质性进展。

【点评】“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既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成效显

现，也为改革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下一

步要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着力，用改革的办

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为经济发展

营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

信号五：加快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

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会议指出，要加快形成促进房地产市

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背景】去年９月底开始，包括一线城

市和热点二线城市在内的多地拉开房地产

调控序幕；今年３月以来，热点城市限贷、

限购力度再度升级，取得初步成效。但房

地产市场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有效解

决，一、二线城市房价上升的压力仍然存

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

【点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与

房地产管理系主任赵秀池说，长效机制的建

立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实现“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至关重要。长效

机制既要符合国情，也要适应市场规律，其

内容应包括：供求双向调节，实现供求平衡；

根据不同住房需求采取不同政策，有保有

压，在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同时，抑制投机

投资性需求；大力发展租赁市场，建立购租

并举的住房制度；为城镇化提供符合需要、

适销对路的多元化土地及房产；落实地方政

府责任，因城施策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

信号六：扩大改革受益面

会议指出，要创造性开展工作，加强调

查研究，充分发挥和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扩大改革受益面，扎

实做好重点民生工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

【背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还需攻坚克难，当前主要领域“四梁八柱”

性质的改革基本出台，改革落实至为重要。

【点评】王军说，扩大改革受益面，要着

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转型，在发展中增强百

姓满意度和获得感。而从解决百姓关切入

手来谋发展促改革，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和更加系统全面的发展思路，其释放的发

展空间将是巨大的。

来源：新华通讯社

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４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受国务院委托，就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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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作有关情况作汇报。

一、总体工作情况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

新的主战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

业，是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

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党的十八大指

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健康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国

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工作。各部门、

各地方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扎实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制

造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规

模快速扩大，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十二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实

现了年均９％的增速，成为抵御全球金融

危机、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柱。

尤其是２０１５年“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实施以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具体指导推动，各项工作取

得了积极成效。发布实施《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１１个专项规划指南，推动出台一批

配套政策措施，各省（区、市）制定了贯彻实

施方案或行动纲要，横向联动、纵向贯通、

各方协同的政策体系基本形成。２０１６年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６．８％，为全国

ＧＤＰ实现６．７％的增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

突破。

一是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成立化

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机制，细化落实行动方案，开展专

项督查，２０１６年度化解粗钢产能６５００万

吨以上和煤炭产能２．９亿吨以上，超额保

质完成年度目标，职工安置总体平稳有序，

奖补资金拨付基本到位。创新行业管理方

式，分类处置“僵尸企业”。大力推动行业

兼并重组，行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有效

提升，市场供求关系逐步改善，在增效益促

转型、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改善预期和

稳定信心、防范经济社会风险、探索长期发

展路径等方面的成效逐步显现。

二是促进工业企业降本增效。全面推

开营改增试点，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取消、减免涉企行政

收费加强银企信息共享，引导金融业加大

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稳妥推进投贷联动业

务试点，完善产业链金融，降低融资成本。

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玻璃门”、“天花

板”等各种隐性壁垒。着力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支持大型制造企业、大型互联网

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建立双创平台。在６

省（市）建立担保代偿补偿机制，发展政府

支持的担保机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三是补齐实物产品质量短板。组织开

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

动，改善行业生态，提振消费信心。核定

２３家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

室，发布５５项消费品国家标准和２０８项行

业标准。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兼并重

组和质量追溯。

（二）先进制造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取

得新进展。

一是深入推进工业创新能力和体系建

设。完善制造业标准体系和创新网络，推

动国家和省两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目

前，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已挂牌成立，广

泛吸纳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按照“公

司＋联盟”的市场化模式运作。国家增材

制造创新中心正在筹建，各地也培育建设

了１９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通过创新

体制机制、整合要素资源，把制造业创新中

心打造成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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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的重要载体。

二是不断夯实工业基础能力。持续实

施工业强基工程，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和

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

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短板，开展重点

产品和工艺示范应用，在一些重点产品和

工艺上取得积极成效。

三是扎实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本着

“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提出了智能

制造标准体系总体框架，启动８１个试验验

证项目研究。以实现重大产品和成套装备

的智能化为突破口，推广普及智能工厂为

切入点，组织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开展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经初步摸底，试点示范项

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３０％以上、能源利用

率平均提升１０％以上、运营成本平均降低

２０％以上，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水平不断提高。

四是推动高端装备创新发展。把装备

升级作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重点，积极推

动重大装备产业化，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装备、高档数控机床、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中国航空

发动机集团成功组建，高精度数控齿轮磨

床等产品跻身世界先进行列，Ｃ９１９大型客

机即将首飞，长征五号大运载火箭、载人航

天、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发射成功，“海斗”号

无人潜水器成功下水，中国标准动车组成

功完成世界首次４２０犽犿／ｈ交汇试验。

五是深入推进绿色制造。打造以绿色

标准、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和绿

色供应链为核心的绿色制造体系。实施绿

色制造工程，建设４４个京津冀工业资源综

合利用示范工程，推动创建５１个国家低碳

工业园区。出台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对２０

个省区市开展节能监察专项督查。２０１６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较上年下降５．４７％，用水量同比下降

６％。

（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取得新成效。

一是完善技改升级政策措施。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充分发挥我国人才资源优势。印发

《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的

通知》，发布《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

指南》，引导企业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技

术水平和先进产能比重不断提高。“十二

五”期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１２％，锂离子电池材料、纳米材料、高性能

合金与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实现产业化，石

化重大装备、高速动车组、数控机床、智能

仪表、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大幅

提升。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工业领域。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

知》，把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作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专项督查整改，指

导地方改进工作。从２０１０年至今，我国工

业投资规模从１３万亿元增长到２２．８万亿

元，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由７９．５％

增长到８２．５％。

三是不断优化工业空间布局。深入实

施三大区域战略，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协调

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

性，开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试点示范城市

（群）创建，力求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

验。按年度制修订“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分省

市指南。深入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建设，推动形成因地制宜、区域联动

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

四是打开制造业“走出去”新局面。利

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德、美、俄等

的战略对接与产业合作。依托“一带一路”

建设与２０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

以终端产品产能合作、重大工程总集成总

承包等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先

进技术标准、配套服务等体系化、集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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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妥善应对钢铁等产业贸易摩

擦，维护我国制造业企业权益。

（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迈上

新台阶。

一是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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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企业

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６１．８％，数字

化生产设备联网率达到３８．２％，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达到３３．３％。一批基于新应用、

新模式的融合发展新业态加快涌现，做好车

联网、工业互联网发展顶层设计。

二是不断提高军民融合水平。促进军

民技术双向转移，推动军民资源互动共享，

持续推进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发布年度“军转民”、“民参军”目录。

２０１６年“军转民”目录囊括了智能制造、信

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６个领域１６０项

先进技术，“民参军”目录包括了指挥控制

等１４个重点领域１５５项技术和产品。举

办首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

三是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实施服务

型制造专项行动，启动服务型制造示范遴

选，引导制造业企业由生产型制造向“制造

＋服务”、“产品＋服务”转变。以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创建为抓手，着力提升工业设

计能力和水平。引导和支持供应链管理、

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加快发展。

我国制造业具备了建设制造强国的基

础和条件，但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总体特征是大而不强，规模扩张为主的

发展模式仍未根本扭转。具体表现为：一是

创新能力整体偏弱，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

善。二是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整体水平不

高，品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资源

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四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待深化。五是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广度、深度不够。

此外，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制

造业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成本上升构成了

制造业发展的现实挑战。资源环境、劳动

力、土地等传统要素价格不断上涨，降低企

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任重道远。与此同时，

我国在世界制造业格局中面临高端回流和

低端转移的“双向挤压”。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

图重振制造业，抢占发展先机。不少新兴

国家也把发展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转变期，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面临增速换

挡、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多重挑战。能否

顺利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战略转

变，使制造业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

要支撑，需要坚定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始

终坚持发展制造业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利用好制造业既有基础和优势，统筹推

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

实施更高层次开放战略，加快培育制造业国

际竞争新优势。

二、下一步重点工作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必须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把推进制造业从数量扩

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作为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坚持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和自主创新、开放合作，振兴制造

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认真落实《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

点突破，积小胜为大胜。

（一）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增强制造

业发展后劲。

一是提振有效投资。完善制造强国建

设政策体系，下决心采取综合性政策举措，

改善民间投资环境，激发企业投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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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

行业改革和国企改革。完善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政策，充分利用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先

进制造业发展。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大技

术改造升级工程。二是降低企业成本。深

化“放管服”改革，规范涉企收费，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完善土地供应制度，支持利

用现有建设用地发展先进制造业，精简归

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用工和

物流成本。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营造简

洁透明、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三是改善

投融资环境。落实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

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

的资金支持，探索新的制造业投融资方式。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直接融资工具。

减少制造业外资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四是

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提高信息服务

水平，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分业施策，统筹

“走出去”与国内产业有序转移。动态调整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和有关目录。

（二）加快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供给质

量和水平。

一是深入推进去产能。坚持市场经济

原则，提高政策的精准度，综合运用市场、

经济、法治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市

场出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２０１７年去

产能目标为钢铁５０００万吨左右，煤炭１．５

亿吨以上。将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过

剩产能的牛鼻子，实施好钢铁、煤炭行业

“僵尸企业”重组处置工作方案。鼓励优势

企业加大兼并重组力度，提升行业整体素

质和核心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实施高端装备创

新发展工程，实现一批重大装备的工程化、

产业化应用。发挥产业政策促进竞争功

能，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

物技术、新材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发

展壮大。加快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推广，积

极培育新兴市场，推广新型制造模式，推动

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化转变。全面

推行绿色制造，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

的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三是全面提高消费品质量。开展消费品工

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不

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

象，打造“百年老店”。提高质量标准，加快

建设质量品牌专业服务和信息共享平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研究完善招投

标制度，遏制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恶性竞

争。四是优化生产力合理布局。实施“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分省市指南，深化“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试点示范城市和产业示范区建设，引

导地方发展优势产业。优化企业兼并重组

政策环境，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

造企业集团。支持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

（三）补齐科技成果转化短板，提升核

心竞争力。

一是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打通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着力解决

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缺失问题，形成高

效立体的创新体系。培育创建新材料、机

器人等制造业创新中心，启动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网络化布局的顶层设计。二是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工业强基

工程，开展关键共性重大技术产业化应用

示范。继续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启动重点

新材料研发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

“科技创新—２０３０”重大项目，强化专项衔

接统筹。实施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数字

诊疗装备、智能农机装备等一批重点专项。

三是加快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落实《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各项配套制度，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市场化服务体系。继续组织实

施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数控一代”机

械产品创新应用示范工程等。培育高价值

专利，推动知识产权合理布局。四是实施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建立健全小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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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体系。五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制订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年度计划，对

接制造强国战略任务和重点领域，健全多

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制造业人

才供给结构，加快经营管理人才、创业创新

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四）推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发

展。

一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突破一批关

键技术装备，强化行业系统解决方案支撑能

力，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和智能

装备在企业的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集成应

用。建设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分类推进智

能工厂、数字车间建设。二是深化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发展。支持大型制造企业、互联

网企业及电信运营商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开

放式“双创”平台。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建设，培育推广网络化协同研发制造、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互联网

＋制造业”新模式。三是加快发展工业互联

网。制定实施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改造提

升传统网络，构建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

工业互联网。积极推进工业云、工业大数

据、工业电子商务等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新

兴业态与应用模式发展。加快工业软件的

研发和产业化。四是着力提升工业信息安

全水平。加快构筑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安全

保障体系。健全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管理

制度，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和数据安

全管理，实施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保障能力提

升工程，指导企业开展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来源：中国人大网 工信微报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推进实

施《工业绿色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和《工业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充分发挥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

的规范和引领作用，促进工业企业能效提

升和绿色发展，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

１３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节能标

准化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１６号）精

神，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的

必要性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是依法规范工业

企业用能行为、推动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

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同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推动出台了《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联节

〔２０１６〕３０４号）、《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

量提升规划》（国质检标联〔２０１６〕３９６号），

结合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需求，印发了

《工业和通信业节能与综合利用领域技术

标准体系》（工信厅节〔２０１４〕１４９号），不断

加大标准的制定、宣贯和监督检查工作力

度。在标准制修定方面，制修订了４００多

项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产品能效、水效、再

生资源利用等标准，初步形成工业节能和

绿色标准基础。在标准实施监督方面，通

过加强标准宣贯，落实强制性能耗限额和

产品能效标准，推动企业淘汰低效设备，采

用高效节能、节水技术工艺产品，开展重点

用能行业能效对标达标活动，树立节水标

杆企业，规范再生资源利用，不断提升工业

能效和绿色发展水平。在标准宣贯工作基

础上，通过加大工业节能监察力度，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支撑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

能等重大政策落实；通过实施基于能耗限

额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倒逼企业节能降

耗、降本增效，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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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作的开展，有力地推动工业企业能效

提升和绿色转型，为超额完成“十二五”工

业节能目标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标准覆盖面不够、

更新不及时、制定与实施脱节、实施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十三五”时期是落实制造强

国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工业节能与

绿色发展的攻坚阶段，国务院标准化改革

也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更好地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推进绿色制造，完善工业节能与绿色

标准化工作体系，做好未来几年的标准化

工作，充分发挥标准化对工业节能与绿色

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决定实施工业节

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

二、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加快推进绿色制造，紧紧围绕工业节

能与绿色发展的需要，按照国务院标准化

工作改革的要求，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

在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中的作用，强化工

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修订，扩大标准覆盖

面，加大标准实施监督和能力建设，健全工

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体系，切实发挥

标准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支撑和引领

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工业绿色转型发

展的规划和要求，针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

展面临的新问题，聚焦重点工作，加快单位

产品能耗水耗限额、产品能效水效、运行测

试、监督管理、绿色制造相关标准的制定、

实施和监督。

坚持统筹推进。加强顶层设计，在协

调各类标准需求的基础上，统筹推进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

业标准制修订，构建定位明确、分工合理的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体系。坚持协同实

施。落实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定、实施

和监督工作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行业主

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

织、第三方机构、重点企业的积极性，形成

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

化工作。

（二）工作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在单位产品能耗水耗限

额、产品能效水效、节能节水评价、再生资

源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制修订３００项重

点标准，基本建立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体

系；强化标准实施监督，完善节能监察、对

标达标、阶梯电价政策；加强基础能力建

设，组织工业节能管理人员和节能监察人

员贯标培训２０００人次；培育一批节能与绿

色标准化支撑机构和评价机构。

三、重点任务

（一）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修订

１．制定一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针

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快制定一批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标准。一是重点在钢铁、

建材、有色金属、机械等行业制定一批节能

节水设计、能耗计算、运行测试、节能评价、

能效水效评估、节能监察规范、再生资源利

用等标准，支撑能效贯标、节能监察、能源

审计等工作。二是重点在终端用能产品能

效水效、工业节能节水设计与优化、分布式

能源、余热余压回收利用、绿色数据中心等

领域制定一批节能与绿色技术规范标准，

推动节能与绿色制造领域新技术、新产品

推广应用。三是加快制定绿色工厂、绿色

园区、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标准，指导绿

色制造体系建设。

２．修订更新一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

准。针对部分重点行业和重点用能设备标

准标龄超过三年、不能体现技术和能效进

步、无法适应工业绿色发展新要求等问题，

缩短复审周期，加快修订更新一批工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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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绿色标准。一是对钢铁、建材、石油化

工、有色金属和轻工等重点行业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标准进行梳理，分类推进标准制

修订工作，实现高耗能行业能耗限额标准

全覆盖和滚动更新，并研究将“领跑者”指

标纳入能耗标准。二是在钢铁、机械、电

子、有色金属、轻工、航天等行业加强产品

设备能效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确保标准指

标先进，对用能设备起到引导约束作用。

三是完善节能管理标准体系，加快制修订

重点行业能源管理相关标准，推动工业企

业加强节能管理。

（二）强化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实施

１．加大强制性节能标准贯彻实施力

度。贯彻执行强制性能耗限额和产品能效

标准，依法规范工业企业用能行为，通过加

大工业节能监察力度，督促重点企业贯彻

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落实能源计量统计

制度，淘汰落后工艺和用能设备产品，不断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在钢铁、水泥、电

解铝等行业实施基于能耗限额标准的阶梯

电价政策，完善工业能耗核查与价格政策

实施联动机制，利用价格手段促进工业企

业提升能效，降本增效。

２．开展工业企业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

动。向先进企业、先进水平看齐，推动实施

节能技术改造，重点在钢铁、石油和化工、

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开展能效水效对标

达标活动，实施能效水效“领跑者”制度，遴

选发布能效标杆企业名单和能效指标，发

布能效最佳实践指南，促进工业企业追赶

先进，带动行业能效水平整体提升。继续

遴选发布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和

“能效之星”产品目录，推动工业企业采用

高效节能的设备产品。

（三）提升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基础能力

１．构建标准化工作平台。工业节能与

绿色标准化工作涉及面广、参与主体多，需

要加强沟通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节能监

察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和重点企业共

同参与，搭建工作平台，加强工作沟通协调，

总结标准制定实施经验，开展地方标准交

流，统筹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

２．加强标准宣贯培训。提升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重点企业的

贯标意识和能力，是落实节能与绿色标准

作用的关键。结合节能与绿色标准更新情

况，重点针对钢铁、石化、建材、有色金属、

轻工、纺织、电子等行业，充分发挥地方节

能监察机构的作用，通过编制培训教材、开

展现场培训、建设网上培训平台等手段，加

强对节能管理人员、节能监察人员、企业能

源管理负责人的节能与绿色标准培训。

３．培育标准化支撑机构和评价机构。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和

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是标准化工

作改革的既定方向。依托研究机构、行业

组织、产业联盟等，培育一批标准化支撑机

构，加快发展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培育

一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机构，为标

准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支持

加大对标准化工作的政策支持力度，

并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支持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节能与绿色标准

制修订工作，鼓励地方政府加强工业节能

与绿色标准化工作投入，引导社会组织、工

业企业等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优先利用

绿色金融手段支持企业对照标准实施节能

与绿色技术改造。

（二）发挥地方和行业协会作用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第三方机构在节

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中的作用，结合长江

经济带、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推进工业节能

与绿色发展工作的实际需求，研究制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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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加强部省

联动，推动基础好、适应性强的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三）加强舆论宣传

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采取多种方式

加强对工业节能标准化工作的宣传，引导企

业依法用能、合理用能，提升全民节能贯标

和绿色发展意识。认真总结工业节能与绿

色标准化工作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来源：

櫏櫏櫏櫏櫏櫏

櫏櫏櫏櫏櫏櫏

殽

殽殽

殽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行业信息

电工行业２０１７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在过去３０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

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

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

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

济增速在换挡。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

国经济年均超１０％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

结束，迈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

的“新常态”。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

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２０１６年ＧＤＰ增

幅达到６．７％，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还

会继续不断创出新低。也就是说，高速增长

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一、２０１７年初电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１、总体势头良好

２０１７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２０１７年一季度发展势头良好，全行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１３０３０．８９亿元，同比增长

７．４３％；实现利润总额７０４．５３亿元，同比

增长５．１２％。

２、产品产量增速明显

重点统计的产品产量增速明显，特别

是燃气轮机和电焊机等产品保持了较高的

增速。重点统计的产品大部分保持了高速

增长，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形势的好转，另外

这与上年基数低也不无关系。

３、外贸形势有所改观

外贸形势有所改观，实现正增长。进

出口总额 ３５０．３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０１％；进口额１１７．０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９．３３％；出口额２３３．２６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４１％。

２０１７年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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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

应收账款 亿元 １１７８４．４２ ８．０６

产成品 亿元 ２２１５．６７ ２．９０

流动资产合计 亿元 ３１４２９．４２ ８．４５

资产总计 亿元 ４９５４２．９４ ８．９６

负债总计 亿元 ２６９１５．８０ ６．７１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１３０３０．８９ ７．４３

成本费用总额 亿元 １２３１０．０４ ７．６６

利润总额 亿元 ７０４．５３ ５．１２

税金总额 亿元

　　二、细分行业分析

１．火电水电等传统发电设备产销下滑

国家能源局联系发布５项有关煤电持

续健康发展的文件，环境保护部１号令《电

厂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交通运输部２０１６

年６２号令《交通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对电工行业特别是煤电装备行业产生

了重大影响。

从行业重点企业反映的情况看，传统

的发电设备行业由于受产能过剩严重而市

场需求不足的影响，预计２０１７年火电、水

电等传统发电设备行业的产销量将比

２０１６年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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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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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６６ ２５９９．１３ ０．８６ －１．１４

其中：水轮发电机组 万千瓦 １４８．３５ ３５５．９２ １２．５５ ４６．４６

　　　　汽轮发电机 万千瓦 ７７１．２３ １７２２．５８ １５．１３ ７．６３

　　　　风力发电机组 万千瓦 １９０．５３ ３９２．２４ －１５．９５ －１８．７０

工业锅炉 蒸吨 ３７０５３ ９０７７０ ８．９７ ４．３２

电站锅炉 蒸吨 ３７０４２ ９３３５７ ４．２０ ７．３３

电站用汽轮机 万千瓦 ４１１．４６ １１７６．６７ －３０．５７ －９．１３

电站水轮机 万千瓦 １６．４６ ４３．６４ ５．３５ ４．１８

燃气轮机 万千瓦 ３９．９０ ４７．４０ ２７９．１８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２５３０．４０ ６３１５．１７ ９．４５ ６．６３

变压器 万千伏安 １４９９２．５８ ３６９３７．４１ －１．３６ ２．９５

电力电缆 万千米 ５４１．８１ １２６７．０８ １３．５９ １０．８４

电焊机 万台 ７１．０１ １７９．０５ ２８．５８ ３８．８８

电动手提式工具 万台 ２５６５．９３ ６７３８．７０ １０．８５ ８．２８

　　２．风电、光伏等新兴发电设备短期内

将增长

“十三五”期间，风电新增投产０．７９亿

千瓦以上，太阳能发电新增投产０．６８亿千

瓦以上。２０２０年，全国风电装机达到２．１

亿千瓦以上，其中海上风电５００万千瓦左

右；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１．１亿千瓦以上，

其中分布式光伏６０００万千瓦以上、光热发

电５００万千瓦。

一是光伏：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６年光伏发电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

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３４５４万

千瓦（３４．５４ＧＷ），累计装机容量７７４２万

千瓦（７７．４２ＧＷ），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

为全球第一。其中，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

量６７１０万千瓦，分布式累计装机容量

１０３２万千瓦。全年发电量６６２亿千瓦时，

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１％。

国家能源局将在２０１７年严格控制新

建的新能源项目，对弃风率超过２０％、弃

光率超过５％的省份，暂停安排新建风电、

光伏发电规模。根据１２月２７日召开的全

国能源工作会议，２０１７年将新增风电并网

装机容量２０００万千瓦、新增光伏发电并网

装机容量１８００万千瓦。预计在２０１７年弃

风弃光现象仍然会比较严重。

２０１７年１－３月份电工行业进出口情况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３５０．３０ ６．０１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１８１．６９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１２２．２４

进口额 亿美元 １１７．０３ ９．３３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５８．０５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４０．５４

出口额 亿美元 ２３３．２６ ４．４１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１２３．６４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８１．７１

贸易差额 亿美元 １１６．２３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６５．６０

　　　加工贸易 亿美元 ４１．１７

　　二是风电：在风电领域，中国年内计划

安排新开工建设规模２５００万千瓦，新增装

机规模２０００万千瓦；在太阳能发电领域，

中国年内计划安排新开工建设规模２０００

万千瓦，新增装机规模１８００万千瓦。

２０１７年将是风电行业爬坡过坎的重

要一年，一方面通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改

造、利益调整等方式，解决存量风电并网消

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电力市场竞争

拓展装机增量空间。短期内，弃风限电仍

是风电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３．核电项目发展加快，核电机组制造

行业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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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电领域，中国年内计划建成三门

１号机组、福清４号机组、阳江４号机组、

海阳１号机组、台山１号机组等项目，新增

装机规模６４１万千瓦；将积极推进具备条

件项目的核准建设，年内计划开工８台机

组。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推进三门３、４号

机组，宁德５、６号机组，漳州１、２号机组，

惠州１、２号机组等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规

模９８６万千瓦。

预计２０１７年乃至更长时期，核电的发

展将加快。

４．特高压输变电线路建设加快将带动

输变电设备行业稳中有进

“十三五”期间合理布局能源富集地区

外送，建设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电技术的

“西电东送”输电通道，新增规模１．３亿千

瓦，达到２．７亿千瓦左右；电网主网架进一

步优化，省间联络线进一步加强，形成规模

合理的同步电网。严格控制电网建设成

本。全国新增５００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

９．２万公里，变电容量９．２亿千伏安。

能源互联网已经在国内外科技和产业

界形成共识，成为继互联网、物联网之后拉

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配合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也将在能源互联网

（特高压输电网络）建设方面大做“文章”，

这对电工行业来说，也是大的“利好”。

三、存在的问题

对于存在的问题除了反映比较普遍的

货款回收难之外，我们还把分行业反映的

一些问题提出来，虽然不具备太多的共性，

但对于分行业来说，反应也比较强烈，呼声

比较高，希望能够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

视，当然更期待能得到解决。

１、市场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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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买卖双方地位不完全对等，应收账

款居高不下

目前电工行业面对的市场是典型的买

方市场。造成买方市场的原因除了产能过

剩这一主因之外，作为发电、输变电装备这

类产品用户的电力部门长期居于垄断地

位，使买卖双方地位不对等，也是造成买方

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２００２年电力体制

改革以来，形成了５大发电公司和２大电

网公司，特别是最近几年，电力行业逐渐允

许民营资本进入，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

励了竞争、扩大了竞争，但由于原有体制和

机制上的某些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

决，所以并没有完全打破国有电力企业的

市场垄断地位。电工行业面对买方市场这

一状况依然如故，买卖双方的地位仍旧是

不对等的。为了维护长期的合作关系，电

工企业很难及时收到“应收账款”，成为电

工行业特别是发电设备行业应收账款居高

不下的重要因素。

３．中小企业活力不足。

中小企业活力不足。与大型企业相

比，中小企业资本转换空间窄、应对危机能

力差，在工业经济普遍下行的过程中，受影

响最深，且不易回复。随着大规模定制时

代的到来，中小型企业的市场战略地位日

益增强，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尤其是改

善中小企业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因资金链断

裂造成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非经营性问题

迫在眉睫。

四、措施建议

１．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际

经营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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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步伐；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

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在国际化方面，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

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２０１５年４月份国

务院在《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大力开发和实施境外

电力项目，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大电力

‘走出去’力度，积极开拓有关国家火电和水

电市场，鼓励以多种方式参与重大电力项目

合作，扩大国产火电、水电装备和技术出口

规模。积极与有关国家开展核电领域交流

与磋商，推进重点项目合作，带动核电成套

装备发展和技术出口。积极参与有关国家

风电、太阳能光伏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带动

风电、光伏发电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积极开展境外电网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

带动电工行业设备出口。”

电工行业要充分借助国家战略，利用

“十三五”的战略机遇期，紧跟“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等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实施“走

出去”。要在满足公司国内系统市场需求

的基础上，积极通过技术、产品与管理创

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拓宽在其它国

家、其它领域的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升

国内电力制造业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影

响力和品牌价值，甚至可以借鉴南北车合

并的经验，打造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电工行业制造强企。

２、严格控制行业基本建设投入，杜绝

行业新增产能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审批新、改、扩项

目时，严格把关，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行

业，不再审批。要形成中央政府部门、地方

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全国一盘棋，杜绝地方

政府为追求当地ＧＤＰ发展而盲目审批项

目。同时，加强对已审批项目的后续管理，

查处以高水平、高技术名义立项而实际从

事低端产品制造的项目。

３、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促进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

建议大力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的电工电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依

靠生产高科技含量的电工电器产品来抢占

国际市场。”对这些项目（技术和产品）的确

定，从技术角度应当以国家鼓励引进技术

目录为基础，结合本行业特别是亟待突破

的技术难点等实际情况；从产品角度，一是

以国家鼓励进口高技术产品的相关目录为

主，二是参照近一两年来进出口贸易中逆

差大的产品。

４、其他：一是希望扩大减税企业范围；

二是，在削减过剩产能工程中，对电工行业

需要减负裁员的企业员工给予一定补贴。

五、２０１７年全国电工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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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通用低压电器分会企业代表团赴欧洲考察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２６日，在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的精心组织和

安排下，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尹天文院

长为团长，电器分院行业中心周海麟主任

任领队的低压电器欧洲考察活动圆满结

束。本次考察团由我国低压电器行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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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企业的相关领导和技术人员等一行

３６人组成，先后对罗格朗波兰工厂进行了

考察和深度技术交流，并参观了２０１７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

２０１７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作为联系全世

界技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的国际盛会，于４月

２４－２８日举行，展会以“融合的工业———创

造价值”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２２５，０００

名专业观众，创７０年历史人数新高。更多

观众、更多解决方案、更加国际化，从有形数

字化技术中获益，成为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的目标。大量的解决方案寻求者齐聚汉

诺威，沉浸在智能机器人、自适应机器和能

源系统集成的无限潜力中，将参展人数推向

新高。代表团重点参观了能源、工业自动

化、数字化工厂等主题馆，人工智能与能源

转型成为了现场最大的看点。

作为今年展会的合作伙伴国，波兰派

出２００家公司前往２０１７汉诺威工博会，呼

吁更多地关注欧洲各地密切合作的需求。

低压分会特别组织代表团前往罗格朗波兰

工厂实地参观，交流低压小型断路器技术

发展。访问期间，代表团了解了波兰工厂

的发展历史，并参观了小型断路器 ＭＣＢ

自动化生产线与装备，分享欧洲企业在产

品设计、生产模式、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理念

与经验。在与罗格朗技术专家就相关技术

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后，代表团感慨在智能

制造水平方面，国内企业一直在努力，未来

也还有更多方面需要突破。

本次考察活动，代表团不仅亲临展会

现场，掌握国际低压电器产品及系统解决

方案最新发展趋势，领略欧洲企业在工业

４．０的进步与成果；而且亲临现场，目睹国

外企业自动化生产过程。在与外方同行的

交流中，分享经验，看到差距，相信这些都

将为代表团就低压电器产品技术及智能制

造方面提供新思路、新方向，为国内低压电

器行业技术发展助力。

（魏志娟）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组团参观”

２０１７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３０日，由中国电器工

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组织安排，上海电

器科学研究院电器分院副院长孙吉升为团

长，我国低压电器行业主要骨干企业的相关

领导和技术人员等一行四十多人组成的考

察团参观了２０１７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为促

进行业企业及时掌握国际低压电器产品及

系统解决方案最新发展趋势，深入了解新能

源以及工业４．０前沿技术，本次行程特设三

天专业看展，确保成员充分并深度探究展会

中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被认为是联系全世

界技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之

一，引领着世界工业创新与发展，被誉为世

界工业发展的晴雨表。２０１７年德国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于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汉诺威

举行，展会以“融合的工业———创造价值”为

主题，涵盖“能源”、“工业自动化”、“数字化

工厂”、“工业零部件”、“空压及真空技术”、

“动力传动及控制”以及“研究与技术”等七

大主题板块，吸引了来自全球７０个国家和

地区的６，５５１家企业，２２５，０００名观众参展。

此次，波兰作为２０１７年汉诺威展览会合作

伙伴国，特别安排了两百余家企业参展，其

作为全球产业创新合作伙伴的优异表现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展会现场，西门子的数字双胞胎，施耐

德的新品展示，ＡＢＢ的多行业应用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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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先进的制造装备和传感技术，适应

时代需求的低压电器产品设计理念的生动

演示令人印象深刻。展会聚焦工业４．０、

集成能源、协作式机器人、能源效率和数字

孪生等前沿趋势，精彩纷呈。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表明，产业集成已

成为主流趋势。会场４００多个应用案例的

展示，呈现了制造和能源行业的全数字化

进程，彰显了这一主流趋势。然而，若想将

未来工厂这一蓝图变为现实，当务之急是

让全行业、员工及整个社会认识到数字化

带来的益处。代表团亲临展会现场，耳闻

目睹国外企业最先进的管理、全自动生产

线与装备以及检测技术等，领略欧洲企业

在产品设计、生产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理念，

面对面交流，分享经验，看到差距等，深感

受益，考察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魏志娟）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会员大会暨２０１７年

行业发展研讨会在嘉兴召开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会员大会暨２０１７年行业发展研讨会于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３－１５日在嘉兴召开，２００

多家单位４００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

由分会副秘秘书长周海麟主持。理事长尹

天文先生和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管委会主

任张雪华先生分别向大会致辞。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常生

先生、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五处处长陈

昕先生分别就创发展、开展产品评价和认

证等方面作了重要讲话。

本次会议以“绿色能源·转型发展”为

主题，重点围绕 “新能源电力系统技术”、

“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发展、“光伏发电系

统直流保护技术与应用”等与低压电器密

切相关的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会议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周孝信先生，分会

理事长尹天文先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叶东嵘先生分别作的“我国

能源转型与战略发展趋势”、“用户端电器

行业与技术发展动向”、“可再生能源（光

伏）高效利用及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报告，

对指导行业企业的发展战略及可持续发展

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行业信息交流中，会议听取了巨磁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新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帝斯曼工

程塑料有限公司等有关新产品、新技术、新

材料的交流，为行业各企业在以科技创新、

开拓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等带来了宝贵的经

验财富。

会议还听取并通过副秘书长周海麟作

的“２０１６年通用低压电器分会工作总结及

２０１７年工作重点”的报告。

另外，本次年会还在嘉兴智慧产业创

新园设立分会场，召开了电子信息产业创

新峰会，听取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张东

霞博士作的“大数据＋低压电器发展与应

用研究”的报告以及上海人民电器厂、嘉

兴智慧产业创新园的发展介绍，并参观了

巨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期间，浙江新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等２０多家企业还通过展示台等形式

展示了各自在产品、管理、工艺、设备、材料

等方面的创新信息。

会议号召全体代表携起手来，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中，进一步抓住我国新能源发

展为低压电器的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进

一步以创新驱动带动企业全面发展，使企

业的自身管理水准、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

力得到快速提升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共

同为推动低压电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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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贡献。

本次会议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

压电器分会主办，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主

承办，浙江巨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和嘉兴

智慧产业创新园管委会承办，常熟开关制

造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民电

器厂有限公司、杭申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宏

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法泰电器（江苏）有

限公司、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奇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新宏泰电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道（中国）电气有限

公司、维纳尔（北京）电气系统有限公司、上

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

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

公司等企业协办。大会向承办单位、协办

单位、支持单位及参展单位等２０多企业表

示衷心地感谢！ （分会秘书处）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六届四次常务

理事会在嘉兴召开

　　２０１７年是低压电器行业实施“十三

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积极引领行

业加快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紧紧

抓住新能源发展的新机遇。在召开２０１７

年通用低压电器分会会员大会前夕，通用

低压电器分会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３日在嘉兴

召开了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分会理事长

尹天文、名誉理事长何瑞华、副秘书长周海

麟及常务理事单位共２０余名代表出席了

会议，尹天文理事长主持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周海麟副秘书长汇报了

分会２０１６年工作和２０１７年工作重点，得

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并通过。其次，会

议就会员大会议程、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先进

会员单位推荐名单（３０家企业）、分会会员

队伍建设情况等事宜提交各常务理事审议

并通过。最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分

会理事长单位实施工作新机制的意见”。

（分会秘书处）

关于表彰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先进会员单位的决定
中电协低〔２０１７〕１０号

　　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的统一领导及分

会理事会的领导下，为进一步推动低压电

器行业可持续发展，分会决定对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度积极支持和参与分会各项工作

的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经分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决定：授

予北京ＡＢＢ低压电器有限公司等３０家会

员“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先进会员单位”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会员单位，继续关

心和支持分会各项工作，为分会可持续发

展出谋献策。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的发展时期，紧紧抓住新能源发展等大

好机遇，进一步提升低压电器行业自主创

新能力，为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先进会员单位名单

如下：

北京ＡＢＢ低压电器有限公司

北京明日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科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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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全凯帆开关有限公司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

罗格朗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泰电器（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杭申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开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奇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环宇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宏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维纳尔（北京）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３日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公告

　　为了使会员队伍建设得到健康发展，

根据分会工作条例第十二条“会员如届内

无故两年不交会费或不参加本分会活动

的、视为自动退会。”之规定，经分会研究决

定，下列１４家会员单位作自动退会处理，

特此公告。

浙江麦克力电气有限公司

优美科科技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扬州市新坝弹簧厂

上海第一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安泰英标电器有限公司

海口海明电器有限公司

二一三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士林电机有限公司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长征电器成套有限公司开关分公司

广州市普迪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泰开电工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捷泰电力设备有限

安庆天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２０１７年低压电器型号注册登记汇总（一）

序号 申请单位 产品名称 行业型号／企业型号

１ 杭州程翔电气有限公司 塑壳断路器 ＣＸＤＭ１－６３、１６０

２ 杭州程翔电气有限公司 万能式断路器 ＣＸＤＷ１－１０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３００

３ 富隆电气有限公司 万能式断路器 ＦＬＮＷ１－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３６００、４０００

４ 上海帝易电气有限公司 万能式断路器 ＧＡＴＷ３－２０００、３２００

５ 嘉兴俊发电气有限公司 塑壳断路器 ＪＦＫＭ３－６３、１２５、２５０、４００、６３０、８００

６ 嘉兴俊发电气有限公司 万能式断路器 ＪＦＫＷ３－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３００

７ 艾迪迪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小型断路器 ＡＤＤＢ１－６３

８ 重庆樱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塑壳断路器 ＹＨＲＭ１－１００、２５０、４００、６３０

９ 重庆樱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万能式断路器 ＹＨＲＷ１－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截止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

（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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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犛犢犆犔犞犇犆会议报道

　　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于２０１７年５

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举行了

２０１７年低压直流及其电力应用系统委员

会（ＳＹＣＬＶＤＣ）的第一次会议。来自世界

各国的百余名专家、学者成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作为ＩＥＣＳＹＣ

ＬＶＤＣ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派两位专家参

加了此次会议。

正式会议之前先召开了论坛，由肯尼

亚国家标准局组织，来自非洲肯尼亚、纳米

比亚、南非等国家及乡村电力联盟、太阳基

金会等国家和组织代表演讲。会议演讲人

员包括国际组织代表、政府及法规制定机

构代表、小微企业主、金融机构代表、系统

安装运维企业代表、技术研究专家等。会

议会期一天半的时间，分为四个主题：直流

电能普及应用、光伏金融、直流项目案例、

直流技术及标准。报告内容包括非洲能源

委员会在电能普及应用的工作、“点亮非

洲”项目、肯尼亚电能普及应用金融工具、

基于间歇能源乡村电力计划、印 度

ＥＬＶＤＣ推广经验、Ｓｔｒａｔｈｍｏｒｅ大学的并

网光伏系统、具有直流电器的智能光伏屋

顶系统等。

ＳＹＣＬＶＤＣ的首次会议，共有２３个

成员国（其中７个观察成员国）派员参加会

议。会议讨论了ＳＹＣＬＶＤＣ的名称、工作

范围和工作任务，讨论了ＳＹＣＬＶＤＣ的架

构及职责，决定组建ＣＡＧ１和ＣＡＧ２以及

ＷＧ１三个工作组。ＣＡＧ１为市场组，主要

是进行市场调研和案例分析；ＣＡＧ２是协

调组，主要是进行其他ＴＣ的协调；ＷＧ１

是标准组，主要是进行标准讨论和制修订。

ＳＹＣ是ＩＥＣ组织近几年开展起来的

针对新技术新市场的标准项目组织，主要

的运作形式概括起来就是“需求牵引、市场

分析、ＴＣ协调、标准输出”。从组织等级

上看等同于ＩＥＣＴＣ。

（栗惠）

犐犈犆／犛犆２３犈／犠犌１牔犠犌２工作组会议顺利召开

　　５月１６－１９日，国际电工委员会家用

断路器和类似设备分技术委员会的小型断

路器工作组（ＩＥＣ／ＳＣ２３Ｅ／ＷＧ１）和电击防

护工作组（ＩＥＣ／ＳＣ２３Ｅ／ＷＧ２）会议在英国

伦敦ＢＳＩ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

国等国家的２８名工作组成员出席了会议，

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ＴＣ１８９）委派了２名代表参会。

电击防护工作组（ＷＧ２）会议对目前

正在开展的工作项目按优先顺序进行了梳

理排序，并展开了深入讨论：

ＩＥＣ６０７５５《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

般安全要求－共用安全出版物》是ＲＣＤ的共

用安全出版物（ＧＳＰ），会议明确交流叠加平

滑直流的验证由脉动直流叠加平滑直流的试

验覆盖，并在Ａ型和Ｆ型ＲＣＤ的特性描述

下增加说明，后续ＩＥＣ６１００８、ＩＥＣ６１００９和

ＩＥＣ６２４２３中对Ａ型和Ｆ型ＲＣＤ的描述都

将作相应修改；在交流或脉动直流叠加平滑

直流试验中，为排除叠加的平滑直流导致脱

扣的情况，确定在ＩΔｎ＝６ｍＡ的情况下，叠加

的平滑直流值取３ｍＡ，在ＩΔｎ＝１０ｍ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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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叠加的平滑直流值取５ｍＡ。

其次，会议对ＩＥＣ／ＴＳ６３０５３《用于直

流系统的ＲＣＤ》进行了讨论，确定电压范

围与ＩＥＣ６０８９８－３保持一致，从４００Ｖ修

改为４４０Ｖ；确定本标准适用于特定情况

下的ＩＴ系统；经过会议讨论确定ＩＥＣ／ＴＳ

６３０５３先作为技术标准出版，待技术成熟

后讨论是否上升为共用安全出版物。

此外，会议确定了继续推进“Ｂｌｏｃｋｓ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ｓ”的事宜；拟对ＩＥＣ６１５４０《电器附

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

移动式剩余电流装置（ＰＲＣＤ）》启动修订

工作。

小型断路器工作组（ＷＧ１）会议对中国

提案的ＩＥＣ６０８９８－３《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

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３部分：用于直流的断路

器》内容展开了讨论：会议确定额定电压保持

单极２００Ｖ，两极４００Ｖ，中国单极２５０Ｖ，两

极５００Ｖ作为国家注；涌入电流在国家标准

中的定义为“与变压器，电缆，电容负载等激

励相关的瞬态电流”，会议接受中国提出的修

改涌入电流定义的建议；中国市场上北京人

民和上海良信根据应用场所需求开发了三段

式或高精度保护特性的产品，中国根据此情

况提出增加Ｘ特性，但会议讨论后认为ＩＥＣ

标准不采纳开放式特性，Ｘ特性可以作为中

国的国家注。由于３ＣＤ文件需要修改的细

节内容较多，会议决定重新散发４ＣＤ继续征

求意见。

本次ＩＥＣ／ＳＣ２３Ｅ／ＷＧ１＆ＷＧ２伦敦

会议取得了多项工作进展，低标委将继续

密切关注相关的工作情况。

（刘金琰　李人杰）

转换开关电器国际标准化工作组会议报道

　　２０１７年６月７－９日ＩＥＣＳＣ１２１Ａ／

ＭＴ１８（转换开关电器）工作组会议在美国

拉海纳召开，对于转换开关电器国际标准

的维护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低标委派二

名代表参加，来自各国的专家及代表共１０

人参会。

ＭＴ１８工作组会议由召集人Ｎｅｉｌ主

持，此次会议主要针对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６－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６－１部

分：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的ＤＣ文

件的反馈意见进行详细讨论，并据此确定

标准下一版的修订内容。为了便于项目有

序推进，工作组首先讨论确定了项目推进

路线图，明确标准不适用的产品类别、项目

开展过程中技术研究的优先级、项目进度

节点安排等。接下来工作组对于反馈意见

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考虑到ＴＳＥ工作的安全性，强调

产品必须要提供机械联锁方式，后续会增

加相应的试验要求内容；

———根据接通和分断电动机的实际应

用情况，将重新规定 ＡＣ－３３（鼠笼电动

机）使用类别的接通和分断条件，与现有的

相关产品标准保持一致，即接通１０倍电流

而分断８倍电流，相应的试验方案也将一

并修改；

———明确介电性能试验对于产品的绝

缘性能考核十分重要，明确进行冲击耐受

试验时，相间连接的控制器不能拆除，为规

范制造商的产品设计情况，后续标准中会

进一步明确该要求；

———对于派生ＴＳＥ产品，明确如已进

行过不低于ＴＳＥ标准要求的试验，且操作

与人力或动力无关，则不需要重复进行接

通和分断试验；

———对于短路耐受性能的验证，提高

了短路电流耐受时间，预计为１００ｍｓ，即考

虑验证触头不弹跳耐受短路电流，又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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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的时间产生高温，进而引起其他问题。

由于ＴＳＥ产品结构多种多样，既有作

为设计方案实现电源转换功能的应用，也

有作为单一产品提供给用户的应用，考虑

到其功能繁杂，涉及的技术研究内容较多，

标准修订的工作量较大，低标委将继续参

与该标准的修订工作，及时反馈来自中国

市场的意见及建议，并将最新技术动向及

时通过标委会秘书处通报给行业企业，为

我国转换开关电器国家标准的修订奠定坚

实基础。

（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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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全国２０１７年１－５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１－５月份，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同比提高，各省份

累计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工业和制造业

用电量累计增速同比提高，当月用电增速

连续三个月回落；高载能行业用电增速同

比提高，建材和钢铁行业当月用电量负增

长；发电装机容量增速放缓，水电发电量同

比继续负增长；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微

降，水电利用小时同比大幅降低；全国跨

区、跨省送出电量同比增长；火电新增规模

同比减少。

一、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同比提高，

各省份累计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

１－５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２４２６３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４％，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３．６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１－５月份，第一产业用电

量３９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１％，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比重为１．６％；第二产业用电

量１７１２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３％，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６．０个百分点，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为７０．６％，对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的贡献率为７０．３％；第三产业用电量

３３５３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０％，增速比上

年同期回落０．６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１３．８％，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的贡献率为１９．０％；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３３９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１％，增速比上

年同期回落４．２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１４．０％，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的贡献率为９．１％。

图１　２０１５年以来分月全社会用电量及其增速

分省份看，１－５月份，全国各省份全

社会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全社会用

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６．４％）的省

份有１３个，依次为：西藏（２３．０％）、宁夏

（１３．６％）、新 疆 （１２．２％）、内 蒙 古

（１１．３％）、陕西（１１．３％）、贵州（１１．２％）、

山西 （１０．５％）、青海 （１０．１％）、甘肃

（９．２％）、江西（８．８％）、云南（８．１％）、山东

（７．７％）和浙江（６．７％）。

５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４９６８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５．１％。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１０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４％；

第二产业用电量３６６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３．９％；第三产业用电量６２０亿千瓦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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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１０．７％；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５８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０％。

分省份看，５月份，除辽宁（－３．４％）

和福建（－１．７％），其他省份全社会用电量

均实现正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５．１％）的省份有１６个，其中

增速超过１０％的省份有：西藏（２３．０％）、

宁夏（１３．９％）和陕西（１２．０％）。

二、工业和制造业用电量累计增速同

比提高，当月用电增速连续三个月回落

１－５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１６８２７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３％，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６．０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６９．４％，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

率为６９％。其中，轻工业用电量为２８２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１％，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２．７个百分点；重工业用电量为

１４００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４％，增速比

上年同期提高６．６个百分点。

５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３６００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３．８％，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７２．５％。其中，轻工业用电量６２２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７％，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比重为１２．５％；重工业用电量２９７８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６％，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比重为６０．０％。

图２　２０１５年以来分月轻、重工业用电量增速情况

１－５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１２６７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２％，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７．７个百分点。５月份，全国制造业

用电量２７０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３％；制

造业日均用电量８７．４亿千瓦时／天，分别比

上年同期和上月增加２．６亿千瓦时／天和减

少３．２亿千瓦时／天。

图３　２０１５年以来分月制造业日均用电量

三、高载能行业用电增速同比提高，建

材和钢铁行业当月用电量负增长

１－５月份，化学原料制品、非金属矿

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

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７２１６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６．９％，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１０．５个百分点；合计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２９．７％，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的贡献率为３２．０％。其中，化工行业用电

量１７９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３％，增速

比上年同期回落１．１个百分点；建材行业

用电量１１９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３％，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４．８个百分点；黑色

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１９５２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４．２％，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１４．４个

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行业２２７９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１４．５％，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１９．５个百分点。

５月份，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１５２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２．０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比重为３０．６％。其中，化工行业用电量

３６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２％，增速比上年

同期回落４．５个百分点；建材行业用电量

２９３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０．７％，增速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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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回落１．５个百分点；黑色金属行业用电

量３８５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８．２％，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３．４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

行业４７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３％，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１４．８个百分点。

图４　２０１５年以来分月重点行业用电量情况

四、发电装机容量增速放缓，水电发电

量同比继续负增长

截至５月底，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电

厂装机容量１６．２亿千瓦，同比增长７．３％，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４．２个百分点。其

中，水电２．９亿千瓦、火电１０．６亿千瓦、核

电３４７３万千瓦、并网风电１．５亿千瓦。１

－５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２４３６８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４％，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５．５个百分点。

１－５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

电量３５７０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４．８％，增

速比上年同期回落２１．５个百分点。全国

水电发电量前三位的省份为四川（９２０亿

千瓦时）、云南（７２４亿千瓦时）和湖北（４７１

亿千瓦时），其合计水电发电量占全国水电

发电量的５９．３％，同比分别增长７．４％、

２２．８％和－５．８％。

１－５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发

电量１８４９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２％，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１０．８个百分点。分省

份看，全国除海南 （－１２．３％）、北京

（－７．４％）、云 南 （－ ４．６％）、上 海

（－１．７％）和辽宁（－１．２％）火电发电量负

增长，其他省份火电发电量均实现正增长，

其中，增速超过 ２０％ 的省份有湖南

（２９．８％）、青海（２７．６％）、广西（２６．４％）、

宁夏（２４．２％）和江西（２１．３％），增速超过

１０％ 的 省 份 有 贵 州 （１８．０％）、广 东

（１７．０％）、西藏（１５．１％）和福建（１４．１％）。

１－５月份，全国核电发电量９５５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２１．６％，增速比上年同期

回落６．３个百分点。

１－５月份，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风电

厂发电量１２８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１．２％，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５．２个百分点。

五、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微降，水电

利用小时同比大幅降低

１－５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

用小时１４７９小时，同比降低５小时。

图５　２００５年以来历年１－５月份利用小时情况

分类型看，１－５月份，全国水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为１１６１小时，同比降低１３４

小时；在水电装机容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千瓦的

７个省份中，除云南外，其余省份水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同比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其

中贵州、广西和湖南降幅超过３００小时，同

比分别降低６０５、５３４和３８８小时。全国火

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１６７７小时，同比增

加４２小时；分省份看，全国共有１０个省份

火电利用小时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江苏、河北和山东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数超过２０００小时，而云南和西藏火电利用

小时数分别为５４３和５４小时；与上年同期

·３２·



相比，全国共有２０个省份火电利用小时数

同比增加，其中湖南和江西同比增加超过

２００小时，福建、广东、陕西、青海、浙江、宁

夏和贵州同比增加超过１００小时；而海南、

北京和重庆同比降低超过１００小时，分别

降低２３９、１３２和１０５小时。全国核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２８１６小时，同比增加６２小

时。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８５２小

时，同比增加５９小时。

图６　１－５月份风电装机较多省份风电设备利用小时

六、全国跨区、跨省送出电量同比增长

１－５月份，全国跨区送电完成１３０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７％。其中，华北送

华中（特高压）２３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２７．７％；华北送华东６３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３．０％；东北送华北８９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１９．０％；华中送华东８６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１９．４％；华中送南方８１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４．０％；西北送华北和华中合计

３９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０．０％；西南送华

东２４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７％。

１－５月份，全国各省送出电量合计

３８４３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８．６％。其中，内

蒙古送出电量５８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９．１％；云南送出电量４４３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３７．５％；山西送出电量３１６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１０．６％；四川送出电量３０８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０％；湖北送出电量

２５０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７．９％；安徽送出

电量２１６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０．２％；贵州

送出电量２００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３２．８％；

宁夏送出电量１９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４７．６％；新疆送出电量１８９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２８．４％；河北送出电量１８４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４．１％；陕西送出电量１６０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１．１％。

５月份，全国跨区送电完成２９８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１４．１％。其中，华北送华

东１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５．６％；东北送

华北１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２６．２％；华

中送华东３１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１３．６％；

华中送南方２３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２．９％；

西北送华北和华中合计８４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１７．３％；西南送华东６１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１３．１％。

５月份，全国各省送出电量合计８６４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０．１％。其中，内蒙

古送出电量１３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９．０％；山西送出电量７３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２８．８％；四川送出电量７３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１１．５％；湖北送出电量７１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７．５％；贵州送出电量６０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１２．１％；宁夏送出电量

４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６．６％；安徽送出

电量４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２％；新疆

送出电量３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８．３％；

河北送出电量３８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２．６％。

七、火电新增规模同比减少

１－５月份，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产能

力３５７５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少投产６２７万

千瓦。其中：水电４４６万千瓦、火电１３３０

万千瓦、核电１０９万千瓦，风电５２２万千

瓦，水电和风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

１２５和７４万千瓦，火电和核电分别比上年

同期少投产１０９５和１０９万千瓦。

八、火电完成投资同比下降，电网完成

投资同比增长

１－５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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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成投资７６７亿元，同比下降１５．１％。

其中，水电１６８亿元，同比下降５．８％；火

电２６２亿元，同比下降４．３％；核电１２６亿

元，同比下降２５．１％；风电１４２亿元，同比

下降２５．５％。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

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６５．９％，比

上年同期回落３．８个百分点。

１－５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１７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９．５％。

来源：中电联

李克强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联合国高官号召各国“学习”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曾

提出“过早去工业化”的概念：很多新兴经

济体因为制造业过早萎缩而最终陷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日前，联合国两位高级

官员撰文道，中国实施的一项战略，正推动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上一条截然不同

的发展道路。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

战略部主任理查德·祖尔和经济事务官丹

尼尔·普恩日前联合发表文章《向中国的

工业战略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文中称赞，中国正

在借助《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重点打造先

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

绿色技术，力争实现完全工业化，从而避免

“过早去工业化”。

“李克强总理２０１５年提出的《中国制

造２０２５》路线图正在引导中国的工业现代

化进程。”这篇文章总结道，这一做法值得

各国学习。

文章称，《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成功不仅

可以为新兴经济体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

阱”提供范例，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创新实

践和政策评估提供宝贵的经验。

两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表示，根据这一

路线图，中国到２０２５年将涌现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并在全球价值链中

实现向上攀升。此外，中国重要的产业到

那时应已采用国际效能标准。到２０３５年，

中国预计将实现完全工业化。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这一概念最早进入公

众视野，源自２０１５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总理当时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由

此，“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成为当年的年度热词，

并在此后的会议、考察活动中，成为始终贯

穿总理工作部署的关键词之一。

在今年５月１７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上，李克强再次就《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指明：

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与“互联网

＋”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紧密结合，加快

建设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和基于互联网的开

放式“双创”平台。

“要发挥好中国独特优势，把《中国制

造２０２５》打造成经济发展更新、更高层次

的发展极。”总理说。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量，《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越来越广泛地受到世

界瞩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日前报

道，中国正试图实现其《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中

提出的目标，该计划旨在加强制造业创新，

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而这对中国制造业保

持国际竞争力来说至关重要。

祖尔和普恩这两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在

其文章中详细梳理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

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他们认为，中国在

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试验”，“有颇多

创新”，从而极大地支持了制造业企业的创

新发展。

“这一战略取得成功，将会为新增长极

的产生打下制度性基础。随着创新的红利

在经济中扩散开来，中国将会离其迈入高

收入国家的目标越来越近。”。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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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出席２０１７智能制造国际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由中国工程院、工

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７智能制造

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德国、美

国的智能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协会、学会、新闻媒体等近３００家单位５００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理事长李培根主持，全国人大

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德国驻华大使

馆公使Ｅｉｃ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英国国际贸易部

先进制造与交通处副主任麦思安出席会议

并致辞。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作了题为“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全

球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旨报告。

苗圩指出，智能制造是培育全球经济

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智能制造的发展将驱

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为经济增长注入强

有力的新动能，并帮助传统产业实现生产

制造与市场多样化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

增加产出、减少消耗、提高品质，大幅提高

劳动生产率。发展智能制造，是中国实现

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有

机结合的最佳途径。《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已

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抓住

智能制造这个核心，必将对深化制造业和

互联网融合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产生

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苗圩指出，中国的智能制造发展取得

了积极成效。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

划》、《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国家智能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高性能大型金

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装备、分布式控制系

统（ＤＣＳ）等一些关键技术与装备取得重大

进展，探索形成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

化定制等一批较成熟、可复制、可推广的智

能制造新模式，持续深化国家、地方和企业

层面的智能制造国际合作。总体来看，通

过各方共同努力，推进智能制造的社会共

识已经形成，成效不断显现。同时我们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智能制造是一个新生事

物，推进智能制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国都在不断探索中，全世界都面临着标

准、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等一系列共同的

问题和挑战。

苗圩强调，要积极主动适应智能制造

发展趋势，在良好开局基础上，加快培育智

能制造发展生态，推动智能制造深入发展：

一是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落实“五三五

十”重点任务；二是持续推进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积极开展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建设；

三是着力增强标准、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

和信息安全的基础支撑能力；四是积极培

育智能制造生态，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系

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苗圩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开放发展的

理念，深化智能制造领域的互惠合作，欢迎

各国企业和机构积极参与到中国制造业智

能转型中来，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为全

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强劲可持续平

衡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

来源：装备工业司

中经社在常州发布《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中国智能制造年度发展报告》

　　新华社南京５月２１日电５月２１日，

中国经济信息社在江苏常州发布《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中国智能制造年度发展报告》，旨在

为业界及时提供专业化信息和科学决策依

据，助力我国制造业加快迈向“中国智造”。

近年来，中国经济信息社持续关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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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研究国内外智能制造发展动态，开展

专项课题研究，今天在常州正式发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中国智能制造年度发展报

告》。

《年报》分析认为，智能制造已成新一

轮工业革命的核心与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２０１６年以来，智能制造持续成为

世界制造业大国竞合焦点；技术创新应用

加速，从多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跨国公司

持续加大智能制造投入，智能装备被更广

泛应用。

《年报》认为，当前我国智能制造发展

呈现新的特点与趋势：

一是随着“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国家层

面战略、政策，以及各地规划的出台实施，

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框架和方向路径不断

清晰明确。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作稳步推

进，２０１６年６３个试点示范项目覆盖４５个

行业，分布在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

业、区域覆盖广泛，示范性强。

二是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加速。海

尔、奇瑞、中兴、华为在传统家电、汽车、通

讯设备等领域加快向智能制造转型；国内

软硬件领军企业，加速向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转型。

三是智能制造领域正形成四大产业集

聚区。珠三角、长三角在推动智能制造方

面担当主角，环渤海地区的机器人研发与

产业成果显著，带动培育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加快集聚，中西部集聚区依托外部科技

资源，在机器人领域涌现出一批行业龙头

企业。

四是机器人和工业软件引领智能制造

发展。２０１６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占全

球３１％，预计２０１７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本

体和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分别达到２５０亿元

和７００亿元。龙头企业对 ＣＡＤ、ＳＣＭ、

ＭＥＳ、ＰＬＭ等工业软件需求加大，２０１８年

我国工业软件规模有望超过１６００亿元。

五是２０１７年我国智能制造发展驶入

快车道。智能制造政策环境的优化，关键

共性技术和核心装备的突破，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逐步完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

生产工艺、管理流程、装备及产品等加速融

合，推动我国智能制造发展驶入快车道。

《年报》认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仍面

临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软件系统相对滞

后、本土企业遭遇跨国公司垄断掣肘、行业

企业自动化基础薄弱等深层次矛盾。

《年报》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顶层

设计，重视基础软件系统和标准制定工作；

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分层有序推进智能化

进程；鼓励企业探索差异化智能制造实施

路径；强化政策资金多维支撑，助力企业智

能化改造；改革教育和培训体制，改善行业

人力资源结构；加强对全球智能制造领域

跟踪研究，开展相关技术的引进、消化、吸

收和再创新。

来源：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２０２０年将新开工２４座抽水蓄能电站 总装机２９５０万千瓦

　　６月６日，界面新闻记者从“清洁能源

部长级会议边会－清洁能源经济转型论

坛”上获悉，截至去年底，国家电网并网清

洁能源装机４．４亿千瓦，其中水电２．１６亿

千瓦，风电１．３２亿千瓦，太阳能发电是

７２０６万千瓦。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王敏表示，为

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国家电网近年来主要

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发展特高压大电网，截

至目前，国家电网已建成投运了“五焦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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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向”特高压工程，累计送电６８００亿千

瓦时，正在建设“三焦六直九向”工程，在

运、在建线路长度、变电换流容量分别超过

３万公里和３．２亿千伏安；二是提升电网

平衡调节能力，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目前，

国家电网抽水蓄能电站在运装机容量

１９１６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２１５７万千瓦。

从现在到２０２０年，国家电网还将新开工

２４座抽水蓄能电站，规模为２９５０万千瓦；

三是大力实施电能替代，推动能源消费电

气化。

来源：界面

《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等３项国家标准获批

　　《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涵盖

了微电网接入系统要求的各个方面，为微

电网及配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技术

保障。《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适用于

通过３５ｋＶ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的新建、

扩建或改建分布式电源。

６月２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牵头

编制的国家标准ＧＢ／Ｔ３３５８９－２０１７《微电

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ＧＢ／Ｔ３３５９３

－２０１７《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ＧＢ／

Ｔ３３５９９－２０１７《光伏发电站并网运行控制

规范》获批发布，将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正

式实施。

《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涵盖

了微电网接入系统要求的各个方面，为微

电网及配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技术

保障。《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适用于

通过３５ｋＶ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的新建、

扩建或改建分布式电源。主要内容包括：

电能质量、功率控制和电压调节、启停、运

行适应性、安全、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装

置、通信与信息、电能计量、并网检测。《光

伏发电站并网运行控制规范》标准规定了

光伏发电站并网运行控制的基本规定，以

及运行管理、功率预测、发电计划、有功功

率控制、无功功率控制、继电保护及安全自

动装置运行等要求。

三项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规范

光伏发电站的并网运行控制提供有效依

据，为国内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产业的技

术发展提供一定引导。

此外，根据２０１７年第一批下达的国家

标准计划，中国电科院主编的国家标准《风

力发电机组故障穿越能力测试规程》及《风

力发电机组电网适应性测试规程》获批立

项。本次立项将有效推进我国风力发电并

网技术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方面

的国家标准体系，对行业发展和标准化建

设具有积极意义。

来源：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将改造超４万根充电桩

　　日前，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关于开展

充电桩新国标改造升级的通知》。通知表

示，提高充电设施通用性和开放性，推进电

动汽车和充电设施互联互通，要求对公司

充电桩接口进行新国标升级改造工作。

此次升级改造涉及２０１０年以来，国网

公司建设的共计４３８１８台充电桩（直流桩

３１２１４台，交流桩１２６０４台）。２０１５年以后

建设的充电桩，共涉及２３１２７台（直流桩

２１９６５台，交流桩１１６２台）。

对于升级改造时间安排，国家电网也

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高速公路和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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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公共充电站点，原则上７月底完成每

座站点内５０％的充电桩升级，年底完成另

外５０％；对于公交等专用充电站，与所服

务车辆同步展开升级。国网电动汽车服务

公司将会在８月及１２月对升级改造情况

进行复核。

来源：江南时报

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光伏发电建设和运行信息简况

　　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全国光伏发电保持

较快增长，新增装机达到７２１万千瓦，与

２０１６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集中式光伏

电站新增装机４７８万千瓦，同比下降

２３％；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２４３万千瓦，同

比增长１５１％。新增装机呈现集中式光伏

电站降速和分布式光伏发电提速的态势。

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８４６３万千瓦，其中

集中式光伏发电装机７１８８万千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装机１２７５万千瓦。

一季度光伏发电量２１４亿千瓦时，同

比增加８０％。全国弃光限电约２３亿千瓦

时。宁夏、甘肃弃光率大幅下降，分别为

１０％、１９％，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约１０个

和２０个百分点；青海、陕西、内蒙古三省

（区）的弃光率有所增加，分别为９％、

１１％、８％；新疆（含兵团）弃光率仍高达

３９％。

从光伏发电装机分布来看，中东部地

区成为全国主要增长区域，新增装机６３９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装机的８９％。分布式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发展继续提速，主要集

中于浙江、山东、安徽和江苏四省。

来源：国家能源局

今年光伏“领跑者”计划将升级扩围

　　记者从１０日举行的２０１７首届创新领

跑解决方案研讨会上获悉，从２０１５年开始

实施的光伏“领跑者”计划今年有望扩围到

１２个基地，同时门槛审核趋严，将从“零部

件领跑”升级到“系统全面领跑”。在此推动

之下，国家能源局和相关企业预测，到２０２０

年左右，光伏可以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比

原本预期的２０２５年提前。而届时行业趋势

将从传统能源市场进入消费者市场。

“‘领跑者’计划直接推动我国光伏产业

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技术先进性、降电价方

面起到了明显作用。”张建新在研讨会上表

示。其担任总经理的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先后在５个项目中

标，累计规模达３７０兆瓦，位居行业前三位。

据了解，过去的一年，高效电池技术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肩负起技术迭代的重任，电

池、组件效率开始出现迅速突破。而且，为

了拿到光伏“领跑者”计划的项目，一众企业

竞相报出各种低价，也带动了组件、逆变器

等主要设备价格的下降。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７

年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大幅下调，把光伏

发电向平价上网时代推进了一大步。

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实施过程中暴

露了部分问题。“在激烈的低价竞争下，中

标企业在真正实施项目时能不能达到要

求，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形成内部转化，到底

验收要以什么样的标准，不能只看组件的

效率。”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

成担忧道。

据透露，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监管和

检查中都将被一一修正。同时，与前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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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２０１７年第三批“领跑者”计划项目的

门槛将进一步提高，对一些先进指标进行

调整，不只是对电池和组件的效率提出要

求，对其他零部件、系统解决方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除了电气设备，非电气类的产

品也开始参与到“领跑者”项目中，通过提

高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从而让业主在激

烈的竞争中确保收益，正是系统领跑的

体现。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国务

院参事石定寰则认为，“领跑者”需要实现

多方面的领跑，技术上不断提升竞争力，同

时进一步降低度电成本；在应用上，“领跑

者”要发挥积极的领跑作用，将分布式这一

主要方向更好地与各类设施结合，更好地

叠加可再生能源，实现共生；在智能化发展

上，互联网和储能技术也要发挥作用，通过

创新实现全面领跑。

在此之下，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光伏发

电平价上网会比预期更早到来。彭博新能

源财经分析师刘雨菁认为，行业离平价上

网越来越近了，未来企业如果能从传统的

能源市场进入消费者市场，机会是非常大

的，分布式能源、电动汽车是可以将能源行

业和消费者行业结合起来的领域。在这样

的一个硬件基础上，企业可以做更多软件

上的东西。

来源：经济参考报

实施能源革命战略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国家气候变

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何建坤

我国刚刚公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战略（２０１６—２０３０）》（以下简称《战略》），

把握世界能源发展的大势，明确了我国能

源革命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行动计划，

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

转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一、顺应世界能源变革潮流，明确能源

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战略取向

自工业革命以来，日益增长的能源消

费给地球资源和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威

胁，也引发了气候变化的全球生态危机。

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支柱的能源体系和经

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世界范围内已开

始了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其一是大力

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减缓能源消费的增

长；其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改善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的比例。其

目标是建立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

的高效、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取代

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高排放和高碳能

源体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世界能源转型加速，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５．７％，

远高于化石能源１．５％的增速。２０１５年全

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占总发电量的

２３％，当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已超过常规能源新增装机容量。２０１５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３２８９亿美元，远高

于化石能源１３００亿美元的投资额。预计

未来１５年，全球风电装机将增加３倍，太

阳能发电装机将增加５倍，可再生能源越

来越成为新增能源供应的主力能源，呈加

速发展的趋势。

全球气候变化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

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刚刚生效的《巴黎协

定》确立了全球控制温升２℃以内并努力

争取１．５℃的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到

２０３０年需从２０１０年５００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下降到４００亿吨，并到本世纪下半叶实

现净零排放。对能源体系而言，尽管全球

变革趋势加速，２０１６—２０３０未来１５年与

·０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前１５年相比，ＧＤＰ的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年下降率将加倍，二氧化碳排

放增长率也将由２％以上下降为１％以下，

但到２０３０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将

比２０１０年增长约２０％，与实现全球控制

温升２℃目标存在巨大减排缺口。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的紧迫目标和形势，将倒逼更

大力度的能源变革。

推动能源体系革命性变革，已成为大国

能源战略的重要取向。例如，欧盟提出

２０３０年能源总消费量减少３０％，可再生能

源占比达２７％，电力的５０％来自可再生能

源。德国提出２０５０年能源消费量减少

５０％，可再生能源在总耗能中占比达６０％，

发电量占比达８０％。美国能源部计划光伏

发电到２０３０年占总电量的２０％，２０５０年前

达４０％。世界大国在能源体系转型和能源

替代变革中将发挥引领性作用。

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将促进世界范围内

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并伴随激烈的

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竞争。随可再生能

源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应用，其成本呈快速

下降趋势，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成

本近５年已分别下降２０％和６０％，预计未

来１０年还将分别下降２５％和６０％左右，

美国能源部预计２０２０年光伏发电成本可

下降到６美分／千瓦时，２０３０年下降到３

美分／千瓦时，成为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发电

技术。当前先进能源技术已成为国际技术

竞争的前沿和热点领域，成为世界大国战

略必争的高新科技产业，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产业以及智慧能源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将吸引巨额投资，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新

的市场和新的就业机会。２０１５年全球可

再生能源产业就业人数已超过８００万人，

且以年均５％以上速度增长。低碳技术和

低碳发展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体现。我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顺应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加快能源革命

的步伐，打造先进能源技术的竞争力和低

碳发展优势，在新一轮能源体系革命中占

据先机，才能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在全球能源变革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行动中占据主动和引领地位。

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日趋强化

的资源环境制约，随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的

持续增长不仅使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持

续增加，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而且煤

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常规污染物排

放已严重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化能

力，造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

严峻形势，也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

当前要促进大气、水资源、土壤等环境质量

全面好转，除严格排放标准和加强治理措

施外，更重要的控制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

量，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推动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节约能源，改善能源

结构，建立高效、安全、清洁、低碳的能源供

应体系和消费体系，既是国内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减

排二氧化碳的关键对策，两者具有显著的

协同效应，是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与保护

地球生态安全相协调统一的战略选择。

二、以积极紧迫的能源革命目标为导

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党的十八大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新理

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形成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则是其最重要

的领域和关键着力点，并将以积极紧迫的

能源革命目标为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的主要目标是节约

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的技术效率和经济产出

效益。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中，都制定了单位ＧＤＰ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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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下降的约束性目标，并将其分解到各个

省市，强化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在《战

略》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２０２０和２０３０年分别不超过５０亿吨和６０亿

吨标准煤，实施“强度”和“总量”的双控机

制，这将进一步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

长，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

建立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体系是能源

生产革命的核心。首先要大力提高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促进能源体系的低碳化。

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年均增长

１０．３％，在总能源消费中占比从７．４％提高

到１２％，期间可再生能源增长量占世界总

增量的４０％，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战略》

中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３０年，非化石能源

占比分别提高到１５％和２０％，天然气比例

也将提升到约１０％和１５％，在能源需求总

量仍在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清洁能

源的比例，即意味着其必须保持远高于煤

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增速。从目前到

２０３０年新建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

达近１０亿千瓦，相当于美国全部装机总

量。我国未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速度、投资规模、新增容量都是其他国家难

以比拟的，这也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科

技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未来新增

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增加清洁能源供应满

足，而煤炭消费量则趋于饱和甚至开始下

降，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持续下

降。由于煤炭长期以来占总能耗比例在

７０％左右，２０１５年已下降到６４．４％，到

２０３０年将下降到５０％以下，但在今后相当

长时期内仍将占据主体能源的地位，因此

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仍是能源革命的一项重

要任务。要努力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引领

世界清洁煤技术发展水平和方向，不断降

低供电煤耗，２０２０年新建机组供电煤耗低

于３００克标准煤／千瓦时，２０３０年超低污

染物排放煤电机组占全国８０％以上。控

制和减少散煤利用，降低煤炭在终端能源

利用中的比例。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

展，一次能源消费中用于发电的比例将不

断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利用中的占比也

将不断提高，加上天然气在终端利用中比

例增加，煤炭在终端消费中的比例和数量

均将持续下降，将有效控制煤炭利用的污

染物排放。积极研发和示范燃煤发电和煤

化工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ＣＣＳ）

技术，探讨煤炭利用低碳排放的技术途径。

以能源体系的革命保障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和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的实现。

《战略》中重申我国在《巴黎协定》框架

下提出的到２０３０年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

强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２０３０年左

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

的目标，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目标

纳入国内能源革命战略。我国在２００９年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曾经提出到２０２０年

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２００５年下降

４０—４５％，到２０１５年已下降３８．３％，“十

三五”再实现下降１８％的预期目标，到

２０２０年可比２００５年下降约５０％，超额实

现国际承诺目标。到２０３０年再实现下降

６０—６５％的目标，需比实现２０２０年目标做

出更大努力，年下降率需达４％以上，而预

期全球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速

度只有约２％，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

低于４％的水平，我国在提高单位能耗和

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方面的

努力，在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

我国２０３０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

转折点，这意味着经济持续增长而化石能

源消费不再增长甚至下降，也意味着国内

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实现二氧化碳排

放达峰的必要条件是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年下降率大于ＧＤＰ年增长率，我国

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时间将早于发达国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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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达峰时的发展阶段，届时ＧＤＰ

增速也将高于发达国家达峰时的增速，需

保持比发达国家达峰时更高的ＧＤＰ的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届时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发发展和能源替代仍需保持强

劲势头。我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

并制定非化石能源比例２０３０年达２０％、

２０５０年达５０％的目标，可为我国二氧化碳

排放达峰提供保障，并为本世纪下半叶实

现净零排放、走上气候适宜型低碳经济发

展路径奠定基础。

三、强化推动能源革命的政策措施，推

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能，转

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转型升

级，企业提质增效，均将有利于推进经济发

展方式低碳转型，有利于实现能源革命的

战略目标。新常态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将着眼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质量

和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使企业生产模式

由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加工型”向知识

和技术创新驱动的“价值型”转变，从而促

进产业升级，带动技术改造和革新，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降低产品能耗。新常态下

ＧＤＰ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加速，钢铁、

水泥等高耗能产品需求趋于饱和并开始下

降，高耗能产业比例下降，高新科技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比例上升，都将促进单位ＧＤＰ

能耗加速下降。未来能源需求增速将大力

放缓，在清洁能源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有利

于加快能源结构调整。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能

源总需求平均增长率已由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

间的６．０％下降到１．５％，而非化石能源和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年均增速则高达９．７％，

在能源总消费中占比３年内提高４．２个百

分点，煤炭的消费量则下降１１％，在一次

能源消费构成占比下降６个百分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煤炭的增长量占全部能源

消费量增长量的５９％，在满足新增能源需

求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而新常态下新增能

源需求将主要依靠增加清洁能源供应满

足，未来二氧化碳排放将呈增长缓慢并逐

渐趋于稳定的态势，为实现二氧化碳排放

早日达峰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新常态下

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趋势，为加快推进能

源革命和经济低碳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环境。而当前积极落实推动能源革命的各

项政策措施，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也是促

进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着

力点和重要抓手。

强化推动能源革命的政策措施，首先

要加强技术创新，普及和推广先进高效节

能技术和先进能源技术，将技术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在未来高比例可

再生能源上网的的发展过程中，要研发和

推广智慧能源技术，推动能源互联网与分

布式能源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储能技术的

深度融合，并加强对氢能、核聚变等前沿技

术的研发和示范，占领能源科技的制高点，

打造国家的竞争优势，顺应并引领全球能

源技术创新和发展的进程。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能源体制革

命，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

容。切实转变各级领导政绩观的导向和考

核标准，强化节能和和减排二氧化碳的目标

责任制；创新能源宏观调控机制，建立健全

能源法制体系，改革和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

财税金融政策体系、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加强能源市场机制改

革，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

场体系；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探

索中国特色的低碳城镇化道路。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以

及全球能源变革的趋势，为我国推动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环

境和共赢的机遇。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要推动能源产业对外深度融合，打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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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国际企业，积极参与国

际能源体系的建设，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特别是注重和加强能源领域的南南合作，

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变革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建设，在全球能源和气候治理体制

变革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体现发展中

大国的责任担当。

来源：政策研究室子站

国家能源局：“十三五”加快推进分散式风电开发

　　北极星风力发电网获悉，国家能源局

今日正式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分散式接入

风电项目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通知指

出，为提高分散式风能资源的利用效率，优

化风电开发布局，“十三五”要切实做好分

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建设。各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对规划进行滚动

修编，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不受年度指导

规模的限制。已批复规划内的分散式风电

项目，鼓励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研究制定

简化项目核准程序的措施。红色预警地区

应着力解决存量风电项目的消纳问题，暂

缓建设新增分散式风电项目。

来源：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分布式能源：未来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新方向

　　《电气技术》杂志访中国大唐集团科学

技术研究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所长王虎

当前，化石能源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

的主要能量来源，但化石能源的非可再生

属性以及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

题，使社会发展并不能长期依赖于它们。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发展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取得飞跃

式发展，光伏、风电、水电装机均稳居世界第

一，不仅为我国节能减排、经济增长作出了

突出贡献，也对全球能源变革产生了重大影

响。据国家能源局统计，“十二五”期间，我

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增

长１．４倍、４倍和１６８倍，直接带动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了２．６个百分点。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新能源

技术研究所所长王虎指出，“在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展大潮中，大唐集团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大唐集团为应对当前不断变化

的能源形势，掌握能源发展核心技术，在

２０１３年成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下

属三个专业研究所，火力发电研究所、能源

技术经济研究所、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其中

新能源技术研究所是我们新组建的，为集

团新能源发电事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

技术支持。”

王虎表示，“《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可

再生能源的配额，规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

量最低比重指标，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接

入、输送和消纳责任。以五大发电集团为首

的大型发电企业，须承担一定的配额任务，

至２０２０年各燃煤发电企业承担的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配额与火电发电量的比重应

达到１５％以上。自从这个政策出台后，大

唐集团一直在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

比例。从目前大唐集团的发电现状来看，风

电、光伏装机量占比目前为１０％左右，距

１５％的配额目标仍有缺口，因此投资可再生

能源仍有大量的内在的需求。”

为了积极应对新能源的发展并占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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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新能源技

术研究所制定了三个发展方向，成立了三

个研究中心，分别是：致力于光伏发电的技

术研发的无锡太阳能技术研究中心；致力

于风电项目领域前期的风资源探测，风场

选址、设计及研发的云南风电设计研究中

心；以及致力于分布式发电方案设计及研

发的北京分布式多能互补研究中心。

在我国新能源发电经历了萌芽期、快

速发展期、领跑期的当下，以风电、光伏为

代表的新能源发电将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和

挑战，其新的发展方向又在哪呢？

对此，王虎指出，我国风电经过十年的

快速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一方面在源侧，现在可被开发的优质

风资源地区已经很少，甚至没有了；另一方

面在消纳侧，我国现役风电机组因无法消

纳而造成弃风率最多可达３０％。因此风

电的发展出路在于发展山地风电、海上风

电，扩大风电装机区域以及有针对性的构

建电网网架，提升疏解风电输送能力。

具体来说，在发展山地风电过程中，微

观选址是关键，就是在宏观选址中选定的

小区域中精细化确定机组具体位置，使整

个风电场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而海上风

电则要考虑从近海至深海如何打桩，腐蚀

问题、吊装问题，以及平台的搭建等，目前

我国海上风电还是以技术引进为主，国产

化的产品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王虎表示，“我们的风电设计研究中心

按照‘小型分散化、设备可靠化、远程控制

化、运维专业化’的要求开展风电项目的前

期工作，在风电项目的微观选址、设计优

化、控制策略优化等方面具有较深厚的技

术储备。光伏的发展，也面临着与风电同

样的问题，因此未来光伏的发展方向应更

多采用分布式光伏，如屋顶光伏、园区光

伏、薄膜光伏、光伏幕墙等。”

我国“十二五”时期开展的新能源发电

项目大都是集中式的、规模大的，且远离负

荷中心，这对我国电网、配网、输送及消纳

等都带去了严峻挑战。王虎指出，我国风

电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北地区，

基本都是大型集中式的，光伏项目也是如

此，该地区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电能消纳

能力不强，造成弃风、弃光严重。此外还有

个突出的问题，我国用电负荷具有明显的

季节波动特性，以当前全国的装机容量看，

完全能够满足全国的用电需求，但一到冬

季供暖季或是夏季用电高峰期，集中式风

电、光伏出现了弃风、弃光，而某些燃煤发

电机组又需超负荷运行，而为了满足峰期

用户的用电需求，则必须面临大容量机组

的用电谷期低负荷运行，不仅给发电企业

带来了技术难题，同时也是资源配置的严

重浪费。

在煤炭、电力去产能政策的持续推行，

国家放缓电力建设步伐，以及电厂机组灵活

性改造等背景下，面临着如何提高供电的可

靠性、怎样避免或减少输配电成本并增加设

备利用小时数，如何既能满足特殊区域用电

需求又能保护环境，电厂机组、电网又该怎

样更加合理科学地调峰等问题。而解决这

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应是分布式供能。

与常规的集中式供电电站相比，分布

式发电能够同时满足冷、热、电的需求，通

过能源的梯级利用，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

效率；由于分布式能源采用就地生产、就近

消纳的形式，提升了用户用能可靠性；另

外，分布式能源灵活多样，可实现多能互

补，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开辟了新的方向。

王虎认为，从政策角度看，进一步深化

电力体制改革中提出允许拥有分布式电源

的用户和微网参与电力交易，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提出的电力行业先行，实际上都

是为了放开配网市场，还有“十三五”规划

中提到的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推动化石能

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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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都为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提供了足

够强大的政策支持。

“而从技术方面看，发展分布式能源对

五大发电集团来说是有优势的，我们的集

中式火电、风电、光伏能够为分布式能源的

发展提供稳定支撑，同时多年的火电运营

经验，能够为分布式能源的开发、调试、运

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燃机、储能、光

伏、风电等技术和产品都比较成熟，”他指

出，“现在需要解决突破的是商业模式的问

题，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型、规范的分布

式能源商业化运营模式，尤其是多能互补

与智慧能源方面，大家都刚刚起步，都在面

对相同的问题。目前运行的一些分布式能

源项目经济效益并不乐观，怎样突破实用

性、经济性现状，并完善其商业模式和技术

模式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重点。”

王虎进一步表示，“当前的分布式能源

中一次能源一般以天然气为主，新能源技

术研究所也一直未放松对燃气分布式能源

技术路线的研究，但考虑到我国资源禀赋、

用能成本和能源安全，我个人认为以燃气

内燃机和燃气轮机为主要动力设备的分布

式能源系统并不是目前最为理想的分布式

能源技术路线。我国资源禀赋富煤、贫油、

少气，因此在中国完全使用天然气进行分

布式供能是不现实的，用气成本高昂且制

约国家能源安全。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应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以小型超低排放锅炉系统和背压机

为动力设备的煤基分布式能源更应得到我

们的关注，采用超低排放锅炉可使其污染

物排放水平达到燃气分布式的排放水平。

通过对燃料进行集中研磨，以罐车进行配

送，运输环节无污染且更加灵活；煤炭资源

丰富、价格低廉，相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煤基分布式能源的成本优势立显。”王虎最

后强调，“另外，煤基分布式的高热电比与

我国电力供应充足、而热力供应不足的国

情相适应，因此这是我们目前着力研究、也

是今后具有发展潜力的分布式能源系统。”

来源：《电气技术》杂志

２０５０年能源转型路线图如何定 国家能源局明确七大方向

　　近日，国家能源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下一步落

实能源革命战略的七个方向。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

讲话，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

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

加强国际合作等重大战略思想。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努尔
!

白克力表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六次会议指出，能源革命战略思想首次把

能源发展提升到革命的战略高度，形成了

化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促进人类永续

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对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

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主任柴麒敏对记

者分析，能源的五个革命中挑战最大的是

体制革命，这也是国家能源局下一步攻坚

克难的主要方向。

柴麒敏认为，这次７方面工作都是战

略性的大问题、趋势性的新问题，以及常谈

常得不到解决的顽疾问题，思路清晰、方向

明确。

２０５０年能源如何转型

在未来能源工作的７个方向中，努尔

!

白克力提出，首先是研究制定２０５０年能

源转型路线图，明确重要时间节点、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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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具体路径。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此前印

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２０１６－

２０３０）》，到２０２０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５０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比重进一步

降低，清洁能源成为能源增量主体，非化石

能源占比１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８％。

到２０３０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６０

亿吨标准煤以内，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到２０％左右，天然气占比达到

１５％左右，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洁能

源满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

到２０５０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５０％。柴麒敏认为，这一目标比学界的建

议要高出很多。

６月９日，中国工程院发布的重大咨

询项目“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

究（一期）”成果显示，到２０５０年非化石能

源消费占比仅为３０％。

柴麒敏分析，对比之下可以发现，中国

政府的能源转型力度比学术研究界更大，

态度更为坚决。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能

源转型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努尔
!

白克力表示，第二项重要工作

就是深入抓好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约

束性目标、改革举措和重大项目的落地，尽

快启动中期评估研究工作。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对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分析，２０５０年能源转

型路线图中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煤炭消

费比重问题，提高中国能源结构的清洁化、

低碳化程度。

努尔
!

白克力透露，近期将出台《关于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和化解煤电产

能过剩风险的若干意见》，坚决把２０２０年

煤电装机控制在１１亿千瓦以内。

将起草能源互联网路线图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安排，下一步国家

将加快出台《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着力解决用气用电“最

后一公里”等制约清洁供暖的突出问题。

记者获悉，国家能源局已经发文，要求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河南等省（区、市）发改委（能源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能源局）组织编

制可再生能源清洁取暖实施方案，于今年

７月１０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国家能源局，

并重点确定今年启动的可再生能源清洁取

暖工程。

努尔
!

白克力透露，国家能源局将研

究起草《推动能源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进一步明确能源互联网的内涵、发展路线

图和重点实施举措。

柴麒敏表示，能源互联网很受市场追

捧，想象空间巨大。尽管此前已经发布了

《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

导意见》，但是目前能源互联网的内涵还有

点混乱，路线以谁为主也存在争论，在行动

计划中进一步明确非常有必要，逐步探索，

正本清源。

根据埃森哲咨询公司的研究，得益于

ＩＴ／ＯＴ技术的快速发展，能源互联网初步

形成并不断演化出新的业态。到２０２０年，

中国能源互联网的总市场规模将超过

９４００亿美元，能源互联网约占中国ＧＤＰ

的７％。

此外，努尔
!

白克力表示，还将持续深

化电力、油气体制改革，更大程度释放改革

红利；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依托，围绕

国际资源获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能

源治理完善等，全方位深化能源国际合作。

来源：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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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２０２０年弃风弃光可控在５％以内

　　６月的第一天，站在国网冀北电力有限

公司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大厅内，几百公里

外张北风电场的实时画面在巨幅屏幕墙上

清晰可见，葱茏草场上的风电机组随坡建，

风轮由风转。屏幕边缘，一个个数字伴随着

画面中迎风转动的叶片不断跳动变化。

这串数字显示的是冀北电网弃风电量和

弃风率，四年来，这一数据已实现连续下降。

这只是国家电网公司促进清洁发展工

作的一个缩影。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该公司

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１～４

月，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共消纳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电量１００６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３７％；累计弃风电量１４７亿千瓦

时，同比减少３６亿千瓦时；弃风率１６．５％，同

比下降７．２个百分点；弃光率９．２％，同比下

降５．３个百分点。

风行无阻、光照无忧———在数字的见

证下，国家电网公司大力实施清洁替代，多

措并举提升新能源并网、消纳水平的目标

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新能源在全网范围强制消纳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国风电装机１４８６４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７７４２万千瓦。国

家电网调度范围内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

分别占全国的８９％、９３％。

据国家电网公司新闻发言人、发展部

副主任张正陵介绍，２０１６年该公司调度范

围内１６个省区基本不弃风，２２个省区基

本不弃光。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局部地区

弃风弃光问题突出。２０１６年弃风３９６亿

千瓦时，弃光６９亿千瓦时。弃风主要集中

在西北、东北，占全网的９０％，弃光主要集

中在西北，占全网的９９％。西北弃风弃光

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两省区。新疆、甘肃

合计弃风电量占全网总弃风电量的６１％，

弃光电量占全网总弃光电量的８０％。

为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国家电网公司

实施全网统一调度，打破过去分省备用模

式，西北全网统一安排备用，尽可能压减火

电开机，增加新能源消纳空间。通过跨区

直流，华中抽蓄电站低谷时购买西 北风电

抽水运行，增加新能源交易电量。

“实施新能源在全网范围强制消纳，将

新能源外送优先级提到跨区直流配套火电

之前，发生弃风弃光时，强制压减配套火电

出力，优先输送新能源。”张正陵表示，在国

家相关政策没有完全出台情况下，国家电

网还率先试点弃风弃光跨区现货交易，充

分利用现有通道裕度，累计组织交易近

１０００笔，外送电量１８．５亿千瓦时。

此外，该公司还对预警结果为红色的

地区，一律暂停办理并网；对明、后两年弃

风弃光比例超过１０％的省份，按黄色预警

对待，暂停出具并网意见。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俊

向记者介绍，为了更好的促进和服务清洁

能源发展，国网冀北电力将于６月份，推出

成套行动计划，即：“卓越电网蔚蓝京畿电

能驱动京畿地区清洁发展行动计划”，旨在

以实际行动加快推动以电为中心的绿色用

能方式转变，实现京畿地区生产、生活、生

态清洁发展，水净天蓝。

“２０１７年，投资４４亿元，加速推进锡

盟—泰州、扎鲁特—青州两项特高压直流

工程建设，将新能源送入华东、华北，弥补

我国东部地区的能源缺口。投资４８亿元

推进主网架升级，建设线路２１９１千米，变

电容量６０８万千伏安，有效满足地区新能

源消纳；投资３７．６亿元，推进配电网建

设。”葛俊说，冀北电网将多举措解决主网

建设和配电网安全可靠性问题，确保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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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

完成消纳目标面临极大挑战

大规模消纳新能源是普遍难题，与国

外相比，我国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市场条

件等有很大不同，新能源消纳问题更为突

出。张正陵坦言：“解决我国新能源消纳问

题，需要在技术和机制上加快推动实施一

些关键措施。”张正陵告诉记者，需要加快

调峰能力建设。煤电灵活性改造技术成

熟，效果好、见效快，适合我国 国情，应按

照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改造目标加快

推进。加快抽水蓄能等灵活调节电源建

设。将自备电厂全部纳入电网统一调度、

参与调峰。同时，加快外送通道建设，为新

能源在全国范围消纳创造条件。建设华

北、华东、华中坚强受端电网，充分发挥跨

区特高压直流通道作用，实现满功率运行。

此外，出台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明确地

方政府的主体责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

核。建立绿色证书交易制度，鼓励电力用

户认购新能源。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逐步放开发用电计划，将

发电权交易、直接交易等交易机制纳入电

力市场体系，完全放开省间交易。同时，加

快建设现货市场，发挥新能源边际成本低

的优势，通过市场保障优先消纳。推广东

北调峰辅助服务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引

导煤电企业积极参与调峰。

“我们对上述措施进行了量化分析，在

所有措施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弃风弃光问

题有望得到根本解决，２０２０年弃风弃光率

均可控制在５％以内。”张正陵说。

但同时，要实现上述目标面临极大挑

战。记者从国家电网公司了解到，煤电灵

活性改造规模和进展难以达到预期，西北、

华北地区推进缓慢。同时，关系电网安全

和新能源消纳的一些关键电网工程，尚未

明确建设方案，若不能在２０１９年建成投

运，部分特高压直流工程不能满功率运行。

而且，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十三五”全面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存在

很大挑战。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发展规模

控制在国家规划目标内的难度很大，目前

“三北”部分省（区）在运风电装机已超过

２０２０年规划目标。

去年以来完成替代电量１４２８亿千瓦时

推动新能源消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和用户等

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国家电网公司建议，需加强电力统一

规划，有序引导新能源项目建设，严控东中

部地区新增煤电，为新能源发展腾出市场

空间。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尽快

完善市场规则、新能源交易机制、调峰补偿

机制，落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将“十三

五”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规划分解到逐年、

逐省，力争“十三五”全面完成改造目标。

抓紧启动一批亟需的特高压重点工程前期

工作，加快建设。此外，全面实施电能替

代，大力发展电动汽车，鼓励用户积极参与

电力需求侧响应和市场交易。

在大力实施电能替代方面，近年来，国

家电网公司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煤改

电工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大气污染

治理。

国家电网公司专职新闻发言人、外联

部副主任王延芳介绍，２０１６年以来，该公

司大力推进电能替代，在居民采暖、生产制

造、交通运输、电力供应与消费以及家庭电

气化五大重点领域，累计实施项目４万余

个，完成替代电量１４２８亿千瓦时，超过北

京市全年用电量，相当于在能源终端消费

环节减少直燃煤近８０００万吨。

在居民采暖领域电能替代中，为促进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国家电网公司实施了京津冀重点

区域“煤改电”工程，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配套电

网计划投资２５８亿元，在北京、天津、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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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４个城市，实施２０６８个村、７９．９万户

居民电采暖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２２．４万

户。其中，北京地区作为核心区域，加速推

进“煤改电”工程建设，服务首都大气污染

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

对此，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告

诉记者，今年，国网北京电力将投资７７亿

元，在确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５２２个村“煤

改电”任务基础上，力争再次超额完成建设

任务。预计到２０１７年底，北京南七区（朝

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房山、大兴）将

率先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目标，２０２０年

底将全面实现全市平原地区“无煤化”。

来源：国家能源报道

我国光伏产业将主推村级光伏电站

　　光伏发电扶贫，既扶了贫，又发展新能

源。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光伏扶贫并

网发电２１４万千瓦，在建３０９万千瓦。

这是记者日前从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

国光伏扶贫现场观摩会上获悉的。据介

绍，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我国选择光照资源

较好的河北、甘肃、青海等６省区的３０个

县开展了光伏扶贫试点，共完成了１８４万

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解决了９５６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无集体经济收入问题，帮助

带动４３万贫困户实现增收。

在试点探索下，我国已经形成集中式

电站、村级电站和户用系统三种光伏扶贫

模式。在总结光伏扶贫试点工作基础上，

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等单位下一步

将重点主推成本低、占地少、并网易、贫困

户受益比例高的村级光伏电站，单个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装机容量控制在３００千瓦

左右。

据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介绍，

２０２０年之前，在１６个省４７１个县约３．５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将以整村推进的方

式推进光伏扶贫，保障２００万无劳动能力

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收３０００

元以上。

来源：经济参考报

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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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月上海期货行情见下

表：

月份
收盘价（元／吨）

最高 最低

４ ４８０３０ ４４８００

５ ４６９５０ ４４４８０

（分会秘书处）

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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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月铂银行情见下表： 月份
收盘价（元／ｋｇ）

最高 最低

４ ４２３０ ４０２８

５ ４０４６ ３８５５

（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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