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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经济工作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至１６日在北京召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三

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

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

２０１７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

总结今年工作，落实已部署的各项任务，根

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

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去产能方面，要继续

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要抓

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

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

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要防止

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

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

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

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把去库存和促进

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

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

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

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方面，

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

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

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

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

杆率。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降成本方

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

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

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

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

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

睛向内降本增效。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

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

板也补制度短板。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

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上，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

施落地生根。

第二，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

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

建、质量安全监管。要加大农村环境突出

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

草力度。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抓好玉米收

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

作。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

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

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

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要严守

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

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第三，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

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

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

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

“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实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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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

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

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要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

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

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第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

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

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

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

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

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

机性购房。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

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要落实地

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

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

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

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

发展。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

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加强住房市

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

为。

同时，要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要深入

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

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

建设三大战略。

会议强调，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

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

作用。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形成有

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

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

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

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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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要加强产权保护

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

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

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

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

心创新创业。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

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

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

系方案。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

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

动民营银行发展。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要

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

作用。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

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

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

案又推动落实。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

也要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充分

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推动

科学发展的合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进政策协同配套，

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深

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财

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推动供需结构有效匹配、消费升级

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

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提质增

效和农民持续增收。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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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双向开放，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

的主动。持续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更好统筹

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

生保障网。

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落实党中央

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党中央制定

的方针政策必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改革

方案必须落实。要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

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要

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健全正

向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

全党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尽心尽力把经济

工作做好。

来源：新华网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是深化知

识产权领域改革、破解知识产权支撑创新

驱动发展瓶颈制约的关键，对于切实解决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保护

不够严格、服务能力不强、对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缺乏强有力支撑等突出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按照《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５〕

７１号）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要求，为充分发挥有条

件的地方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方面的

先行探索和示范带动作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依法严格保护知

识产权，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服务全链条，构建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体系，探索支撑创新发展的知识

产权运行机制，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

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保障和激励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和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基本原则。

———问题导向。集中资源和力量破解

制约知识产权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难题，

因地制宜，实施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实行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

平。

———紧扣发展。紧贴经济转型发展的

重大需求，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专利、

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引领作用，有效发

挥自主品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激励创新创业，推动供需结构升级。

———统筹推进。统筹中央改革部署与

地方改革需求，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知识

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及时总结提炼，形

成可复制经验，适时推广实施。

———大胆创新。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

探索相结合，突破妨碍知识产权发展的思

想观念制约，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激发全社

会创新活力，允许多种类型、多种模式的改

革探索和试验。

（三）试点布局和试点期限。根据国家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体部署和重点区

域发展战略布局，结合地方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水平和创新驱动发展对知识产权综合

管理改革的需求，选择若干个创新成果多、

经济转型步伐快、发挥知识产权引领作用

·４·



和推动供需结构升级成效显著的地方，开

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改革试点

地方选择条件：（１）经济发展步入创新驱动

转型窗口期，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集聚度

高，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数量质量

居于全国前列；（２）设有或纳入国家统筹的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各类国家级改革创新试验区和国家

战略规划重点区域，或设有知识产权法院

的地方；（３）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地区经济发

展成效显著，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市场监

管体制机制改革走在前面，知识产权行政

执法力量较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效能突

出。具体试点地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

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

局）等部门尽快研究共同确定。试点期限

为１年。

（四）工作目标。通过在试点地方深化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推动形成权界清

晰、分工合理、责权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

障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通过深化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实现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更加顺畅、执法保护体系进一

步完善、知识产权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水

平明显提升，有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

制。鼓励多种类型、多种模式的改革探索。

科学划分知识产权部门政策引导、公共服

务、市场监管职责，探索有效可行的知识产

权管理体制机制。按照推进综合执法的要

求，减少层次，提高效率，有效避免多层次

多头执法。按照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的要求，结合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

优化执法资源，统筹知识产权综合行政执

法，避免出现版权执法的重复交叉。加强

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协调机制以及商标战略

实施、软件正版化等工作机制建设，做好与

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院的

衔接。

（二）构建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体系。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

不可为的原则，大力推行知识产权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

管理。加大知识产权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强化依法行政，坚持放管结合，合理减少审

批和管理事项。放宽专利代理机构准入条

件限制，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事中事后

监管，完善执业信息披露制度。整合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资源，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供给，实现知识产权信息等各类服务的

便利化、集约化、高效化。加强统筹规划和

行业管理，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加强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完善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机制，构建体系完备、运转高效的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网络。

（三）提升综合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

驱动发展的能力。探索支撑创新发展的知

识产权运行机制，构建促进市场主体创新

发展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评议、专利导航机制，完善知识产权风

险预警体系，提升区域创新发展决策水平。

统筹制定实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促进政

策，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指导市场主体综合运用专利、

商标和版权组合策略，全方位、立体化地保

护产品、技术、工业设计等的知识产权。引

导市场主体综合运营知识产权，促进知识

产权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加快药品等领域

过期专利技术的有效应用，提升知识产权

价值，加速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知识产权局

要牵头会同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加强对知识产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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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统筹协调改革

试点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各试点地方要建

立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协调推进机制，

将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纳入重

点改革任务，因地制宜研究制定改革试点

具体实施方案，积极推进落实改革试点任

务。各试点地方具体实施方案应于试点地

方确定后两个月内印发实施。

（二）强化政策保障。针对改革试点任

务部署和需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制

定支持改革试点的政策措施。各试点地方

政府要按照改革任务要求，研究制定配套

政策措施，做好与有关部门的衔接和协调，

形成工作合力。

（三）做好评估推广。国家知识产权局

要会同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

版权局）等部门做好试点地方改革推进的

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工作。根据改革试点

评估情况，对取得实质效果和成功经验的

改革举措，及时提出推广建议，报国务院批

准后在更大范围推广。

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按照本方案精

神，统一思想，密切配合，强化全局和责任

意识，勇于创新，主动改革，积极作为，抓好

落实，确保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实效。要及

时总结、宣传改革试点进展和成效，加强试

点地方工作交流，强化舆论引导，营造有利

于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的良好社会环

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改委网

《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解读

　　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风电发展

“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文件对

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产业发展具

有很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规划》立足全

球能源转型大趋势，总结过往经验和教训，

直面当下问题和挑战，展望未来机遇和发

展。总体来看，《规划》以优化布局为核心，

以重点任务为载体，以创新发展方式为手

段，以政策机制为保障，描绘了未来五年我

国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蓝图。

《规划》为兑现国际承诺和实现产业健

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实现２０２０年国家减排目标并保持

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规划》提出，到２０２０

年底，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确保达到２．

１亿千瓦以上的总量目标。

一方面，这是兑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承诺的需要。当前，为了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和环境危机，进行能源低碳转型，走

清洁化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中

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

度重视我国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国际国内

义务，总书记曾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

会等多个国际场合郑重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实

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１５％左右，到２０３０年达到２０％左右。伴

随着《巴黎协定》于１１月４日正式生效，这

些承诺将上升为我国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

法定义务和约束性指标。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的测算，要确保实

现１５％的目标，除去核电和水电的贡献之

外，到２０２０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电量

必须要达到６５００亿千瓦时以上。按照目

前不同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平均利用小时数

计算，届时风电的并网装机规模至少要达

到２．１亿千瓦。而风电作为我国推进能源

转型的核心内容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

段，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出更高的发展目

标，扩大开发规模，不设上限。

另一方面，保持稳定的发展规模也是

支撑我国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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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装机规模方面位居世界首位，同时

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较为完备的产

业体系，装备制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显

著增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先技

术产品远销到全球近３０个国家和地区，风

电成为我国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

术产业之一。要保持我国风电产业的良好

发展势头，使其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引领全

球发展，就必须保持稳定的发展速度和规

模。按照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年均新增规

模稳定在２０００万千瓦以上才更符合行业

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能有效推动技术进步，

避免学习曲线中断。因此，从产业界到政

府的方方面面还要继续努力，克服当前面

临的困难，保持风电稳定的发展规模。

《规划》为优化产业布局指明了具体方

向

《规划》对建设布局的调整和优化是重

点，也是亮点。“十三五”时期，中东部和南

方地区将成为我国风电开发的重心。以目

前的情况来看，弃风限电问题短期内难以

根治，再加上火电装机规模严重过剩，利益

冲突短期很难调和，“三北”地区风电开发

规模和速度必将受到制约。因此，要保障

我国风电业在“十三五”继续实现可持续发

展，保证合理的年均增长规模，必须优化产

业布局、加大中东部地区开发力度。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分布广、密度

低的特性，更适合就地开发，就近利用。在

处于负荷中心的中东部及南方地区大规模

开发风电项目更符合可再生能源的禀赋。

之前，行业普遍认为，风速低于６米／秒的

资源区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但是，通过

“十二五”期间的技术创新，叶轮直径的加

大、翼型效率的提升、控制策略的智能化以

及微观选址的精细化等，提高了机组的整

体发电效率，使低风速资源区也具备了经

济开发价值。目前，年平均风速５米／秒的

风电场，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也可以

达到２０００左右。随着更多资源逐渐具备

经济开发价值，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可供开

发的资源量明显增加。据气象局最新评估

结果，中东部和南部地区风速在５米／秒以

上达到经济开发价值的风资源技术可开发

量接近９亿千瓦，足可以满足未来的开发

需求。

为了使中东部和南方地区成为风电持

续规模化开发的重要增量市场，《规划》明

显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十三五”开发指标：

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容量４２００万千瓦以上，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达到７０００万千瓦以上。与此同时，“三北”

地区陆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则为

３５００万千瓦左右。这意味着，若算上海上

风电的新增并网装机容量，中东部和南方

地区新增并网装机容量将占到全国新增并

网容量的５６．９％，远远高于“十二五”的

２５．８％。同时，这一地区累计并网装机容

量在全国的占比也将由“十二五”的２１．７％

提高到３３．３％。

但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还必须在开

发模式的创新上下功夫。低风速地区的风

能资源分散，风况条件更加复杂，连片集中

开发模式已经难以适用，“分散开发、就近

接入、本地消纳”则是更可行的方式。按照

这样的原则，《规划》提出推动接入低压配

电网的分散式风电建设。与之配套，《规

划》还要求完善分散式风电项目管理办法。

开发布局的调整优化也对产业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对风电开发企业而言，

一是开发布局要进行战略调整；二是中东

部地区地形和风况更为复杂，对风电场设

计选址等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企业要

有充分的技术准备；三是改变原有按照机

型进行招标采购的方式，应该针对具体场

址招标“整体解决方案”。对于整机制造企

业而言，不仅仅能够组装机组，而且要能够

根据不同场址条件设计机组，从卖设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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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服务转变。未来的竞争不仅是制造能力

的竞争，更是综合技术能力的竞争，只有技

术过硬、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才能生存发展。

《规划》为根治弃风限电顽疾确定了有

效途径

众所周知，弃风限电已经成为制约我

国风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关乎产业的生死存亡。今年前三个季度，

全国弃风电量达到３９４．７亿千瓦时，超过

２０１５年全年的弃风电量３３９亿千瓦时，直

接经济损失超过２００亿元人民币。“三北”

地区的平均弃风率则逼近３０％，其中甘肃

为４６％，新疆为４１％，吉林为３４％。更让

企业雪上加霜的是，在上网电量完全无法

保证的情况下，部分省份还通过“直供电交

易”“自备电厂替代交易”等方式变相压低

风电上网电价，以致出现“量价齐跌”的现

象。这些都表明，弃风限电问题大有常态

化之势，如不尽快彻底加以解决，不仅国家

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任务无法完成，

一个本可以领先全球的战略新兴产业也会

半路夭折。

《规划》将全面贯彻全额保障性收购政

策视为解决弃风限电问题的关键，对相关

原则进行了再次明确。一是要求逐步缩减

煤电发电计划，为风电预留充足的电量空

间，确保规划内的风电项目优先发电，明确

对于化石能源发电挤占消纳空间和线路输

电容量而导致的风电限电问题，由相应的

化石能源发电企业进行补偿；二是将落实

最低保障性收购小时数上升为“红线”：一

方面，明确提出相关省（区、市）在风电利用

小时数未达到最低保障性收购小时数之

前，并网规模不宜突破规划的发展目标，这

里的“不宜突破”与《规划》在确定中东部和

南方地区各省发展目标时提出的“不应低

于”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国家引导风电发

展重心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对于弃风限

电问题突出、无法完成最低保障性收购小

时数的地区，实施一票否决制度，不再新增

风电并网规模，以此敦促地方政府提高认

识，转变观念，以国家大局和长远发展为

重，尽快解决弃风问题，促进风电规模化发

展，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实现绿水青山。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还力图通过一

系列具体措施来确保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其中要求建立风电产业发展预警机制，加

强对风电调度运行和消纳情况的监管，由

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定期开展弃风限电

问题专项监管，及时发布监管报告，督促有

关部门和企业限期整改。

《规划》为优化市场环境提出了具体措

施

“十三五”时期，风电市场环境还需要

进一步优化。到“十二五”末，在政府主管

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

市场环境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基本建立起

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主导作用越发显著。但在未来五年，

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

深化，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也

会遇到各种新的体制机制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建立公平有序、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就成为破解发展难题的必要手段之一。

为此，《规划》做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安

排。一是完善政策环境和管理手段。一方

面，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项目核准条件，

并对风电发展较好、不存在限电问题的地

区放开陆上风电年度建设规模指标，对完

成海上风电规划的地区放开海上风电年度

建设规模指标。另一方面，《规划》还提出

将加快建立能源、国土、林业、环保、海洋等

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运行机制，明确政府部

门管理职责和审批环节手续流程，以此解

决目前困扰风电发展的协调难问题。

二是通过构建完善的监测和信息公开

机制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为所有参与者

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英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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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国等国的经验表明，随着产业走向成

熟，建立国家层面的风电产业监测和评价

体系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我

国于２０１３年初步建立起了风电产业监测

和评价体系，覆盖全球风电政策、国内风电

开发运行情况、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发展情

况三个方面。根据《规划》的安排，下一步

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进一步完善

风电机组运行质量监测评价体系，定期开

展风电机组运行情况综合评价。落实风电

场重大事故上报、分析评价及共性故障预

警制度，定期发布风电机组运行质量负面

清单。《规划》同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做出规范，纠正政府不正当行政干预，对企

业不良行为建立记录制度、负面清单等管

理制度，形成良性市场机制。

三是进一步完善风电标准检测认证体

系，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标准制修订工作，

增强检测认证能力建设，夯实行业质量基

础。推动检测认证结果与信用建设体系的

衔接，促进优胜劣汰。

“十二五”时期，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站在这一起点，我们

有理由相信，未来五年我们将会迈上一个

更高的台阶。现在，《规划》已经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下一步需要各方协调一致、各司

其职，通过真正全面落实全额保障性收购

等关键政策，彻底破解制约行业发展的体

制机制弊端，为实现规划目标保驾护航。

来源：新华网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聚焦五细分领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正式印发《电力发展“十三五”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规划从供应能力、

电源结构、电网发展、综合调节能力、节能

减排、民生用电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发

展目标。另外，规划还提出积极发展水电，

统筹开发与外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调

整开发布局；鼓励多元化能源利用，因地制

宜试点示范等十八项任务。

综合中国证券报等媒体消息，规划提

出，预期２０２０年全社会用电量６．８－７．２

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３．６－４．８％，全国

发电装机容量２０亿千瓦，年均增长５．５％。

在预期２０２０年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基础上，

按照２０００亿千瓦时预留电力储备，以满足

经济社会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需要。按照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５％的要求，到

２０２０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７．７亿

千瓦左右，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５亿千瓦左

右，占比约３９％，提高４个百分点，发电量

占比提高到３１％；气电装机增加５０００万

千瓦，达到１．１亿千瓦以上，占比超过

５％；煤电装机力争控制在１１亿千瓦以内，

占比降至约５５％。

规划要求，“十三五”期间力争淘汰火

电落后产能２０００万千瓦以上，新建燃煤发

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３００克标煤／千

瓦时，现役燃煤发电机组经改造平均供电

煤耗低于３１０克标煤／千瓦时，火电机组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年总排放量力争下降

５０％以上。３０万千瓦级以上具备条件的

燃煤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煤电机组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到８６５克／千瓦时左

右。火电厂废水排放达标率实现１００％。

电网综合线损率控制在６．５％以内。

规划提出１８项重点任务：积极发展水

电，统筹开发与外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

化调整开发布局；鼓励多元化能源利用，因

地制宜试点示范；安全发展核电，推进沿海

核电建设；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大力推进

分布式气电建设；加快煤电转型升级，促进

清洁有序发展；加强调峰能力建设，提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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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灵活性；筹划外送通道，增强资源配置能

力；优化电网结构，提高系统安全水平；升

级改造配电网，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实施电

能替代，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充电设施

建设，促进电动汽车发展；推进集中供热，

逐步替代燃煤小锅炉；积极发展分布式发

电，鼓励能源就近高效利用；开展电力精准

扶贫，切实保障民生用电；加大攻关力度，

强化自主创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电

力国际合作；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电力

市场体系。

规划还指出，采取多种方式，继续安排

资金支持城镇配电网、农村电网建设改造

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跨省区输电工程、配电网工程、分布式

电源并网工程、储能装置和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鼓励电力企业参与

碳排放权交易。完善电力行业落后产能退

出政策。搭建电力产业新业态融资平台。

鼓励风险投资、产业基金以多种形式参与

电力产业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来源：中国证券网

我国智能电网相关政策全面解读

　　智能电网体系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２０１５年

７月印发关于促进智能电网发展的指导意

见，意见明确，到２０２０年，初步建成安全可

靠、开放兼容、双向互动、高效经济、清洁环

保的智能电网体系。为此，意见明确了十

项主要任务，并提出三个大项的保障措施。

中投顾问发布的《“十三五”数据中国

建设下智能电网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指出，智能电网是在传统电力系统基

础上，通过集成新能源、新材料、新设备和

先进传感技术、信息技术、控制技术、储能

技术等新技术，形成的新一代电力系统，具

有高度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等特征，可

以更好地实现电网安全、可靠、经济、高效

运行。意见强调，发展智能电网是实现我

国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革命的重要

手段，是发展能源互联网的重要基础。

意见明确了十项主要任务：（一）建立

健全网源协调发展和运营机制，全面提升

电源侧智能化水平；（二）增强服务和技术

支撑，积极接纳新能源；（三）加强能源互

联，促进多种能源优化互补；（四）构建安全

高效的信息通信支撑平台；（五）提高电网

智能化水平，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经济运

行；（六）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引导和服务

用户互动；（七）推动多领域电能替代，有效

落实节能减排；（八）满足多元化民生用电，

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九）加快关键技术

装备研发应用，促进上下游产业健康发展；

（十）完善标准体系，加快智能电网标准国

际化。为此，意见提出了三个大项的保障

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统筹推动智能电

网发展。加强政府部门间协调，研究落实

支持智能电网发展的财税、科技、人才等扶

持政策等。

二是加大投资支持力度，完善电价机

制。研究设立智能电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支持储能、智能用电、能源互联网等重

点领域示范项目，鼓励金融机构拓展适合

智能电网发展的融资方式和配套金融服

务，支持智能电网相关企业通过发行企业

债等多种手段拓展融资渠道，鼓励探索完

善峰谷电价等电价政策，支持储能产业发

展等。

三是营造产业发展环境，鼓励商业模

式创新。探索互联网与能源领域结合的模

式和路径，鼓励将用户主导、线上线下结

合、平台化思维、大数据等互联网理念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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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网增值服务结合等。

智能电网项目建设意见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６日，国家电网公司为

落实坚强智能电网全面建设阶段工作任

务，稳步推进智能电网项目建设，发布了

２０１５年智能电网项目建设意见。

国家电网公司在２０１５年将认真领会

能源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刻内涵，全

面落实《国家电网公司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电网

智能化滚动规划》，按照２０１５年科技暨智

能电网工作会上明确的工作方针，稳步推

进智能电网推广项目建设，精心组织智能

电网创新示范工程，巩固公司智能电网国

际引领地位。

国家电网公司将稳步推进智能电网推

广项目建设，组织开展智能电网调度控制

系统、新能源功率预测及运行控制系统推

广建设，完成３６套地调系统升级改造，覆

盖全部并网风电场和光伏电站；组织开展

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和配电自动化系

统推广建设，分别覆盖１８万公里输电线路

和７６座城市；组织开展智能变电站建设，

新建智能变电站１４００座；组织开展用电信

息采集系统建设，安装智能电能表６０６０万

只，建成投运“三线一环”高速公路城际互

联快充网络。

国家电网公司将精心组织智能电网创

新示范工程，全面开展６类４１项智能电网

创新示范工程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国际领

先的智能电网精品工程和亮点工程。这些

工程包括：支持新能源开发工程、支撑分布

式电源应用工程、促进便捷用电工程、推动

电动汽车发展工程、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工

程和提升电网智能化工程。

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将积极申报

并承担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和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国家智能

电网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国际智能电网

技术合作项目等国家有关部委立项的智能

电网项目，加强协调组织，确保圆满完成年

度建设任务。

国家电网公司还将持续开展智能电网

技术研究和调研评价，集中攻关一批最新

前沿技术，确保公司智能电网核心技术国

际领先；研发突破部分实用化关键装备，不

断转化应用智能电网技术成果；调研评价

典型省级智能电网，客观衡量电网智能化

水平。

电力示范项目管理办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能源局印发国家电力

示范项目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指出，示范项

目单独纳入国家电力建设规划。火电项目

优先考虑建设条件，在有利于示范项目实

施的情况下，结合电力市场空间优化区域

布局，建设规模纳入所在地区电力电量平

衡统筹考虑，按照节能低碳调度原则优先

保障，保障示范项目利用率和合理收益，更

大程度发挥示范项目效用。

办法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示范项目定义与范围。本办法

所称示范项目是指应用原始创新、集成创

新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后，能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的先

进电力技术和装备，对促进电力行业高效

清洁、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效果，

对电源结构调整、系统能力优化、电力产业

升级和节能减排有积极带动作用，按规定

履行核准或审批程序的电力工程建设项

目。示范项目的方向和内容符合国家电力

发展战略及规划、电力产业政策、能源科技

规划等有关要求。

第二条示范内容确定。国家能源局根

据电力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电力产业政

策、能源科技规划有关要求，确定拟开展的

电力示范项目内容，并向相关地方和企业

征集示范意向。示范内容应确保对电力行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能通过创新引

领显著提升现有电力技术和装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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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示范项目申请。计划单列企业

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根据国家能源局确定

的示范项目内容，经商项目所在地省级政

府能源主管部门后，向国家能源局提出拟

参与的示范项目申请。其它企业通过项目

所在地省级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提交示范项

目申请。企业（含主机厂和设计院）联合申

请的同一示范内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或多头申报。项目单位须提交示范项目实

施方案，具体内容包括：示范项目概况、工

程技术方案、示范内容研究报告、项目单位

相关工作基础及业绩、项目实施方案以及

知识产权管理等内容。

第四条示范项目评估和优选。国家能

源局组织专家或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

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国家能源科技

重大示范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科技

［２０１２］１３０号）等有关规定，对示范项目分

别进行工程技术方案论证和项目方案专题

评估，除必要的条件论证外，还需从技术方

案、规划布局、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等方面

严格论证项目的整体可行性及示范作用，

禁止借示范之名变相投资新建电力项目。

多家项目单位申请同一示范内容的，专家

或咨询机构经优选后提出意见，国家能源

局依据专家或咨询机构的评估和优选意

见，将通过评估或优选胜出的项目作为示

范项目，纳入国家电力建设规划。

第五条示范项目的审批。纳入国家电

力建设规划的示范项目，由各级发改部门

按照核准权限核准或审批。

示范项目核准或批复文件应明确示范

内容及目标，并作为示范项目建成后评估

考核的主要依据。同时应明确，示范项目

在建设过程中，原则上不得调整示范方案。

如需对示范方案作重大调整的，应按本办

法要求，重新申报国家能源局审定，并按规

定重新进行核准或审批。

第六条示范项目的实施。项目所在地

能源主管部门应协助项目单位落实好项目

用地、用水、环保、电网接入等外部建设条

件，监督项目单位依法依规开工建设。项

目未按示范方案实施或施工过程中有违法

违规行为的，应取消其示范项目资格并予

以公告。

第七条示范项目的政策。示范项目单

独纳入国家电力建设规划。火电项目优先

考虑建设条件，在有利于示范项目实施的

情况下，结合电力市场空间优化区域布局，

建设规模纳入所在地区电力电量平衡统筹

考虑，按照节能低碳调度原则优先保障，保

障示范项目利用率和合理收益，更大程度

发挥示范项目效用。

示范项目享有《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国家能源科技重大示范工程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能科技［２０１２］１３０号）所明确的支

持政策。

第八条示范项目后评估考核。示范项

目建成后，国家能源局将组织专家或委托

有资质的咨询机构，根据示范项目核准或

批复内容、实施方案及运行效果，对示范项

目进行后评估考核。

第九条示范技术推广应用。国家能源

局将组织专家或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

结合示范项目的评估考核，对示范项目所

采用的示范技术进行评价鉴定。经充分评

估论证，对先进可靠、成熟适用、应用前景

广阔的示范技术，国家能源局将组织推广

应用，并支持项目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归属。

“十三五”电网建设政策思路

中投顾问发布的《“十三五”数据中国

建设下智能电网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显示：“十三五”电网建设主要是从以

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和规划。

第一是输电通道的建设。考虑输电通

道主要是合理布局能源的富集地区外送，

建设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电技术的“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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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送”输电通道。输电通道建设过程中重

点考虑一是资源富集，二是受端的电源结

构和调峰能力，合理确定受电比重和受电

结构。同时，在保证跨区送电的可持续性

的同时，满足受端地区的长远需要，还能够

参与受端的电力市场竞争。“十三五”期

间，规划新增“西电东送”输电能力１．３亿

千瓦。

电网建设的第二个考虑是优化区域主

网架，加强省间联络。进一步调整完善区

域电网，提升各电压等级电网的协调性，加

强区域内省间电网互济能力，提高电网运

行效率，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

力的可靠供应。同时在规划中也要求严格

控制电网建设成本。“十三五”全国规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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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十三五”

期间坚持分层分区、结构清晰、安全可控、

经济高效原则，按照《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

则》的要求，充分论证全国同步电网格局。

来源：

櫏櫏櫏櫏櫏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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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通用低压电器行业大事件

　　·１月７日，通用低压电器分会以中

电协低（２０１６）１号发出了“关于做好２０１５

年度低压电器企业统计年报的通知，并就

２０１５年度低压电器企业统计年报、２０１５年

度低压电器产品生产销售情况表、２０１５年

度企业新产品完成情况表、２０１５年度经济

运行情况调查表等形式，要求企业积极配

合填写、按时上报。同时，分会遵照国家有

关保密规定，严守涉及统计调查对象的商

业机密、承担了保密义务。

·２月２９～３月１日，ＩＥＣ／ＳＣ１２１Ａ／

ＷＧ１工作组（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

其成套设备———能效工作组）会议在法国

昂蒂布召开，共有１９名代表参加此次会

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技术报告《低压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成套设备的能效导

则》草案的内容及讨论开展有关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相关能效参数最小允差的调查

等事宜。

·３月７～９日，ＩＥＣ／ＳＣ１２１Ａ／ＭＴ９

工作组（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２：低压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 第２部分：断路器 标准维护组）会

议在法国昂蒂布召开。共有２１名代表参

加此次会议，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派员２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

首先对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２第５版ＦＤＩＳ的意

见进行了讨论并通过。审查了 ＭＴ９成员

提出的在小型产品上的标志举例问题等。

其次讨论了ＩＥＣ６３０５２《过电压保护电器

（ＰＯＰ）》的ＮＰ文件并一致通过，决定由起

草小组开始起草 ＣＤ 文件。还讨论了

ＩＥＣ／ＴＳ６３０５３《用于直流系统的 ＲＣＤ》。

本次会议，跟踪了国际标准动态，提高了中

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全国

低压电器标委会根据我国低压断路器产品

的使用情况，开始启动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低压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２部分：断路器》

的修订等工作。

·４月１４～１６日，，由通用低压电器

分会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联合组织的

“适应新能源发展的新型低压电器关键设

计技术与应用———风力发电篇”高级研修

班，来自全国各地的５０余家企业和研发单

位、９０多位研发工程师参加了此次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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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本次举办的风电专题高级研修班，紧

跟行业最新发展和国家政策导向，以技术

热点风电用低压电器研发设计为主要内

容，帮助企业解决研发难题、规避研发风

险，提供解决方案，为其低压电器技术水平

达到风电产业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作用。

·４月１９～２８日，由通用低压电器分

会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由上海电器科学

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上海

电器科学研究院电器分院副院长包革任领

队的低压电器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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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干企业的相关领导和技术人员等一行

５４人组成，先后对德国维纳尔电气系统有

限公司和海格集团法国Ｏｂｅｒｎａｉ总部的海

格创新中心进行了考察和深度技术交流，

并参观了２０１６汉诺威工业博览会。通过

本次考察交流，企业代表团一行对国外先

进技术发展趋势、智能制造模式等都有了

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受益匪浅。

·４月１９～２８日，由通用低压电器分

会、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组织的中国低压

电器企业家联谊会主要骨干成员单位的领

导和部分技术人员一行１６人圆满结束了

法德考察活动。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法国施

耐德ＰＬＣ工厂和法国施耐德总部并参观

了２０１６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使企

业家们了解了当今能效管理方面的最新发

展技术和趋势，为有志于提高创新水平的

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考察团还

参观了以“融合的工业———发现解决方案”

为主题的２０１６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使企

业家们了解到了电器元器件今后的发展技

术和趋势，受益匪浅。为促进我国低压电

器技术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学习良

机。

·５月，根据“立足长远发展，坚持为

政府、为企业双向服务”的宗旨，行业努力

体现行业生产发展情况，报道行业中最新

研发的产品和科技成果等，完成了２０１４年

年鉴的编撰工作，获得了中国机械工业年

鉴编辑部等上级部门的好评。

·５月２３～２４日，由上海电器科学研

究院、《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杂志社、《现

代建筑电气》杂志社共同主办，通用低压电

器分会等协办的以技术交流为主导，以政

策引导、需求分析、技术引领与实际产品、

解决方案和应用案例相对接，以打通上下

游互联互通、促进产学研用合作共赢为目

的绿色智能能效 第二届“电器与能效管理

技术”高峰论坛在上海隆重召开。来自国

家电网、电力系统、甲级设计院系统、专业

协会／学会、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等科研人

员等约４００余人积极响应参会。主论坛开

展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的高端技术层

面交流，分论坛分别聚焦“智能电器新技术

研究及方案”、“分布式能源关键技术及系

统”、“能效系统及电能质量”、“绿色建筑电

气设计与节能”等作了技术及应用精彩报

告。实现了互惠互动、智力交流，合作共赢

的目标，共同促进我国电器与能效管理技

术。

·６月６～８日，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

院承办的ＩＥＣＳＣ１２１Ａ／ＷＧ２／ＴＳＥＴＦ（转

换开关电器特别工作小组）会议在中国杭

州召开。来自中国、德国、法国、美国、印

度、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的２３位专家参

加了此次会议，低标委共派出４位代表参

会。会议对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６－１标准的试验

条款提出了修订建议，并进行了讨论。

·６月７～１０日，ＩＥＣ／ＳＣ１２１Ａ／ＷＧ２

（接触器、起动器和类似设备）工作组会议

在中国杭州召开。共有来自国内外的２８

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低标委派３人参加

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４－１

的修订内容等。

·６月１６～１７日，全国低压电器标委

会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上海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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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Ｂ／Ｔ１２７６２－２０１５《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

器》和ＧＢ／Ｔ３１１４３－２０１４《电弧故障保护

电器（ＡＦＤＤ）的一般要求》标准、检测、认

证研讨会。４４家低压电器制造、检测及认

证机构的７３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

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和 ＡＦＤＤ产品的

标准、检测、认证举行了研讨，为低压电器

行业企业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

并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宣贯和推广，更好

地为广大行业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６月２７日，通用低压电器分会在无

锡召开了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

单位共２０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分会２０１５年工作和２０１６年工作

重点，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先进会员单位推荐

名单、分会会员队伍建设情况。审议并通

过了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更

换副理事长的申请，并由现任厂长李晓军

担任分会副理事长。

·６月２７～２９日，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会员大会暨２０１６年行业发展研讨会在无

锡召开。会议听取了 “十三五配电网总体

规划及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我国

低压电器行业发展状况与新能源发展对低

压电器的新要求”、““互联网＋新能源”发

展前景”的报告。为与会代表全面了解国

家配电网建设、新能源发展形势、行业发展

态势及把握企业发展方向起到了很好的推

进作用。同时，开展了行业信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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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多

家单位近４００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还

表彰了３０家先进会员单位。

·８月，通用低压电器分会开展了《关

于在行业内继续开展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

作的通知》，年内有１家企业荣获了ＡＡＡ

信用称号。提供评价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行

业自律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使企业信用等

级评价在行业内形成“诚信兴企”的良好氛

围。

·８月２５～２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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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联合举办的 “工业电器崛起—大师授课

培训班”在浙江乐清成功举办，来自常熟开

关、正泰集团、上海良信、法泰电器等３２家

企业近百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学员

们基本掌握了小型断路器、塑壳断路器等

设计与运用的核心技术，熟知了低压电器

产品认证知识和发展方向，了解了产品生

产和装配过程中的潜在失效模式、步骤和

分析方法以及框架断路器中外操作机构设

计的要点等，为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

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９月８日，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联合举办

的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１－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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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检测、认证研讨会在上

海顺利召开。制造企业及各相关检测及认

证机构的７８名专家及代表参与了会议。

会议对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１－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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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于４月２５日发布，

１１月１日实施。

·１０月２１日，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８９）、全国低压电

器标委会家用断路器和类似设备分委会

（ＳＡＣ／ＴＣ１８９／ＳＣ１）和全国低压设备绝缘

配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１７）在

常熟联合召开了标委会工作会议暨标准审

查会。共９０家单位、１４７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查了５份标准送审稿，并形成了标

准审查意见，为标准进入报批稿阶段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

·１０月２６日，２０１６年德力西电气杯

中国低压电器行业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行业第三届“艾唯奖”颁奖典礼于在上海隆

重举行。３０多知名媒体２００多人参加了

·５１·



盛典。本届艾唯奖经过一系列规范、公正

的评选过程，评出１１大奖项———即 “最具

影响力品牌”、“行业优选品牌”、“行业精英

人物”、“领军人物”、“优选断路器”、“优选

逆变器”、“最佳外观设计”、“最佳供应商”

等。“艾唯奖”评选活动，将继续秉承“见证

并推动低压电器行业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系

统行业品牌建设、创新理念和管理机制，推

动两个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互联互融，达

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宗旨，树立行业标杆，

鼓励更多优秀企业及业内精英，更进一步

地促进低压电器行业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系

统行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１１月２日，由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十二届

中国智能电工技术论坛暨中日韩智能电器

适应新能源发展技术研讨会于２０１６年在

上海召开。近１００家单位１９８位代表出席

了会议。会议紧紧围绕中日韩智能电器适

应新能源发展技术话题，解读新能源产业

发展现状和趋势、新能源“十三五”规划导

向和关键政策；风电机组运行环境情况对

低压电器的影响，低压电器产品技术应对

策略及解决方案；光伏系统中对低压电器

高海拔、高防护、高电压、大温差、高寿命、

高可靠等相关技术要求及产品开发应对策

略；新能源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全产业链优

势分析。听取了 “低压电器行业发展状况

与新能源发电系统对低压电器技术要求”、

“新能源市场与三菱低压电器技术简介”、

“光伏逆变器及系统发展趋势”、“风电应用

趋势及解决方案”、“ＬＳ新能源系统解决方

案及相关技术”、“日本光伏系统及河村电

器最新相关技术方案”、“低压电器在风电

中的可靠应用”、“新工艺技术在电工行业

中应用与前景”等专题报告。为与会代表

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对进一步促进行业的

信息交流和技术进步，推进行业和各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１１月３～５日，中国低压电器企业

家联谊会二届二次会议在杭州举行，联谊

会正、副会长及会员等２０人出席了会议。

尹天文常务副会长作了“新能源时代的下

低压电器产业发展”的专题报告，重点围

绕低压电器行业发展现状、产业发展及转

型升级发展动向等向与会企业家作了深入

探讨，并就如何利用好新能源发展的机遇，

应用好互联网＋，开发跨界应用需求，让电

子（电力电子）技术快速融入传统电器产

品，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智能制造模式等

提出了供企业家们共同思考和研讨的问

题，得到了与会企业家的高度重视。本次

会议研讨氛围热烈，会议分享了各企业发

展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思路，达到了相互学

习、交流的良好效果。

·１１月１４～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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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击防护工作组（ＩＥＣ／ＳＣ２３Ｅ／ＷＧ２）、小型

断路器工作组（ＩＥＣ／ＳＣ２３Ｅ／ＷＧ１）会议在

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４０多名

工作组成员出席了会议，全国低压电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派出２人参加。会议对

ＲＣＤ共用安全出版物（ＧＳＰ）的标准ＩＥＣ／

ＴＲ６０７５５Ｅｄ．１．０《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

器的一般安全要求－共用安全出版物》的

制定情况做了说明，对ＩＥＣ６３０５２《过电压

保护电器（ＰＯＰ）》草案的各国家委员会意

见 进 行 了 讨 论，决 定 沿 用 ＩＥＣ６２６０６

（ＡＦＤＤ）的标准结构。同时，讨论ＩＥＣ／ＴＳ

６３０５３《用于直流系统的 ＲＣＤ》的草案，形

成了结论。还讨论了ＩＥＣ６２０２０《剩余电

流监视器（ＲＣＭ）》第２号修改单草案的各

国家委员会意见。会议决定增加一项议程

来讨论中国提出的关于对ＩＥＣ６２６０６：

２０１３第１版（ＡＦＤＤ）的修改意见。会议决

定将中国意见作为第２修改单，在下次伦

敦会议上进行讨论。会议还分三个小组讨

论了移动式剩余电流标准 ＩＥＣ６１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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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ＣＤ）、ＲＣＤ的可靠性和自检试验、ＲＣＤ

的ＥＭＣ试验（ＩＥＣ６１５４３），为后续新项目

做前期研究等。

·１１月２３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低

压电器专业委员会在温州召开了第七届第

二次专委会会议。代表１３０人（包括委员

５２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专委

会２０１６年度工作总结和２０１７年度工作计

划。审议通过了４名新申请入会的委员。

同时，商讨承办２０１７年第七届第三次专委

会会议和２０１８年专委会第十九届学术年

会等有关事宜。

·１１月２４～２５日，专委会第十八届

学术年会在温州召开。大会听取了 “低压

电器行业发展状况与新能源发电系统对低

压电器技术要求”、“低压断路器实验与仿

真技术研究进展”和“交直流配用电系统

故障早期抑制技术”的学术交流报告和“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交流。同时，２６名

论文作者在分组会上各自作了交流，充分

体现了产、学、研、用学术交流的浓浓气息，

营造了学习和交流、科技进步的良好氛围，

使年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低压电器学

术探讨、交流、促进科技进步夯实了基础。

会议还评出了１０篇优秀论文奖，并进行了

表彰。本次会议显示交流涉及面广，内容

丰富，具有时代气息。充分反映低压电器

行业近期技术创新，发展思路及趋势、市场

的需求及企业研发等各方面的成果，为从

事低压电器研发、生产、应用等提供了有益

的指导和帮助。

·１２月９日，以“创新协同发展·领

创电气未来”为主题的“第１３届中国电气

工业发展高峰论坛暨第１７届中国电气工

业１００强研究结果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通用低压电器分会会员浙江正泰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占居百强１５席。

（分会秘书处）

关于组织行业企业赴德参观“２０１７年德国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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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行业企业强烈要求，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

用低压电器分会将于２０１７年４月组织行

业有关企业前往德国参观２０１７年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并亲临欧洲先进企业参观与

交流。

本次考察与交流亮点：

◆汉诺威工博会：２０１７年德国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将于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汉

诺威举行，该展会被认为是联系全世界技

术领域与商业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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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德国工业４．０示范单位：观摩

数字化车间，智能制造装备，共话两国智能

制造发展与应用。　　　本次考察具体安

排如下：

一、出行日期：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２日－２９

日，全程８天。

二、出访费用：２４０００元人民币

费用包括：往返国际机票、境外食宿费

（住宿标准：四星酒店标准双人间）、城市

间交通费（飞机或豪华大巴）、境外保险、

展会门票。在外期间需住单间的人员每人

团费需另补３０００元差价。

报名费：５０００元。注：由于个人原因

或签证原因未能成行，报名费不予退还；如

成行则抵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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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办法：

请各单位参团人员填写报名表（见附

件），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５日前报名，并将

报名表发送至分会秘书处 （没有护照或者

护照有效期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之前的请尽

快办理因私护照或延期手续）。请将报名

费汇入以下账号：

户名：上海电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曹家渡支行

账号：２１５０８１７０１１１０００１

四、联系信息：

魏志娟 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７４６；

１３７６４４８５５０９

邮箱：ｗｅｉｚｊ１１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地 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５０５号新

能源大楼１０楼（２０００６３）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二 Ｏ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关于组织行业企业赴 波兰、德国考察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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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国际企业交流，应行业企业强烈要求，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于

２０１７年４月组织行业有关企业途径俄罗

斯等前往波兰考察国际著名低压电器企

业，并赴德国参观２０１７年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

本次考察与交流亮点：

◆参观国际著名电器公司波兰工厂 ：

观摩先进生产线与装备，学习了解先进制

造业管理经验，为行业企业提升制造水平，

实现产业升级创造学习机会。

◆参观汉诺威博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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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展会被认为是连接全世界

技术领域与商业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之

一，是企业学习了解国际新技术、新产品、

新方案的最佳途径。

本次考察具体安排如下：

一、出行日期：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２７

日，全程１１天。

二、出访费用：３５０００元人民币

费用包括：往返国际机票、境外食宿费

（住宿标准：四星酒店标准双人间）、城市

间交通费（飞机或豪华大巴）、境外保险、

展会门票。在外期间需住单间的人员每人

团费需另补５０００元差价。报名费：５０００

元。注：由于个人原因或签证原因未能成

行，报名费不予退还；如成行则抵团费。

三、报名办法：

请各单位参团人员填写报名表（见附

件），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５日前报名，并将

报名表发送至分会秘书处 （没有护照或者

护照有效期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之前的请尽

快办理因私护照或延期手续）。请将报名

费汇入以下账号：

户名：上海电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曹家渡支行

账号：２１５０８１７０１１１０００１

四、联系信息：

魏志娟 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７４６；

１３７６４４８５５０９

邮箱：ｗｅｉｚｊ１１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地 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５０５号新

能源大楼１０楼（２０００６３）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二 Ｏ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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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度低压电器企业统计年报的通知

中电协低（２０１７）１号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关于做好

２０１６年度统计工作的要求，本分会受托对

低压电器行业进行２０１６年度统计工作。

做好统计年报工作是低压电器行业的一项

重要工作，希望各有关单位接到本通知后

积极配合填写、按时上报。本分会将遵照

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严守涉及统计调查对

象的商业机密、承担保密义务。现向低压

电器行业各制造单位发放２０１６年度企业

统计年报表，进行２０１６年度行业统计工

作。

完成好政府授权委托的行业统计工

作，是每一个生产企业和会员单位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是为政府掌握行业动态，作出

宏观决策提供依据；也是为企业更好地了

解和掌握行业经济整体运行发展情况提供

服务，从而为促进行业经济保持持续、快

速、健康、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为确

保年报数据的质量，望各上报单位如实提

供数据，各项数字必须以相应的专业报表

数字为依据（按企业会计年报的数据），确

保数据口径衔接一致、准确无误。不要虚

报、瞒报、拒报、迟报。

分会将对上报的统计年报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及行业发展态势的分析，这些统计

分析将反馈给各上报的单位，为各单位了

解行业整体情况，制定企业发展规划等起

到指导作用。

希望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尽快落实

企业统计年报工作，并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

前将统计年报加盖单位章后寄至分会秘书

处，谢谢配合。

联系人：孙琪荣　 代迎波

电　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２７３　

邮　编：２０００６３

地　址：上海市武宁路５０５号

附件１　填报“统计年报”的要求和注

意事项

附件２　２０１６年度低压电器企业统计

年报

附件３　２０１６年度低压电器产品生产

销售情况表

附件４　２０１６年度企业新产品完成情

况表

附件５　２０１６年度经济运行情况调查

表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关于开展犃级以上信用企业资质复审工作的通知

电器工业Ａ级以上信用企业：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期，

正处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

提高开放型经济活动的拓展期。随着《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强化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是深化企业改革，

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在国内巩固自身

取得的市场信誉，更是促进企业树立国际

声誉，提升企业软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必

要条件。

因此，在新的一年里，为落实国家发展

·９１·



和改革委员会对２０１６年信用建设重点工

作提出的“以用促建”的要求，我会将继续

遵照国家商务部、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加强

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通知》（整规办

发［２００７］３号）中提出的“行业协会应对本

行业参评企业等级资质，每３年进行复查

换证工作”的要求，对资质到期的诚信企业

进行复审换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复评对象

凡在２０１４年度参加中国电器工业行

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企业均在本次复审

换证之列具体名单见附件。

二、复评时间

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７日起至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３０日止，协会将对申报企业进行复评工

作。

三、复审工作程序及要求

１．签订协议：

企业申报并与协会签订电器工业行业

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协议文本一式四

份，项目填写要齐全、字迹工整，加盖单位

公章后邮寄到协会行业信用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同时请将复审费用电汇协会财务

处。

２．提交复审材料：

按照《企业上报信用信息要求内容清

单》的要求填写复审材料，电子版发送到下

列邮箱。纸质文本（一份）装订成册邮寄到

协会行业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３．申报材料报送的截止时间：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３１日。

４．企业逾期未报，其信用资质等级证

书过期后自动失效。

５．相关协议与清单文件请与协会行

业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索取。

６．协会相关分支机构涉及到本行业

的复审企业，可与协会行业信用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联系索取信用建设技术服务合

作协议书。

开展２０１７年度企业信用资质复审工

作，是协会根据国家经济新常态大环境的

要求，尊重并提示企业，把握机遇发扬自身

的诚信优势，继续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核心

竞争力，在业内及市场竞争中保持诚信资

质的重要举措。在国家进一步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简政放权的形势下，市场左右着企

业的前途，而诚信资质是企业参与市场竞

争的资格证。２０１５年６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０号）文件要求：通

过“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将由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税务三个部

门分别核发不同证照，改为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即“一照一码”

登记模式。

通过信用等级的复审工作，对于促进

企业在适应经济新常态，把握机遇求得更

大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希望应复审换证

的单位积极参与此项活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钱 斌、亢 荣

联系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２７０７８１—８００６，

６８２７０７８１—８００８

电子邮件：ｓｃｂ２０５＠１６３．ｃｏｍ

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

分会２０１７年Ａ级以上信用企业资质复审

单位：

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邳州市国龙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２０１７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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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随着《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强化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是深

化企业改革，提升产品质量，更是促进企业

树立国际声誉，提升企业软实力和品牌影

响力的必要条件。根据中电协２０１７年开

展企业信用评价的通知精神，经分会领导

决定，２０１７年分会将继续开展企业信用等

级评价工作，进一步提高行业自律水平和

企业竞争力，使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在行业

内形成“诚信兴企”的良好氛围。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是由商务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中国

电器工业协会开展的一项行业信用建设重

点工作。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是通过对参评

企业的综合素质指标、财务指标、管理指

标、竞争力指标、信用记录指标等方面数据

进行分析，再通过一定的评价标准计算出

参评企业的信用指数，并以 ＡＡＡ、ＡＡ、Ａ

等标示给出参评企业信用等级作为评价结

果，评价结果将上报商务部和国资委备案，

并向全社会公布。同时，中电协将在国家

发改委主办的“信用中国”，商务部主办的

“商务部反商业欺诈网、《中国行业信用评

价Ａ级以上企业名录》”为宣传平台，对获

得的诚信企业进行弘扬和广泛宣传。

现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具体要求通知

如下：

一、提出参评申请及签订评价协议背

景简介

１、分会将按照中电协授权统一受理低

压电器行业会员的参评申请，低压电器行

业参评企业在自愿的前提下，可向分会秘

书处提出参评申请意向。

２、签订协议：申请参评企业需同中电

协签署统一格式的《电器工业行业信用评

价委托协议》。

３、凡有意向参加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

企业，即日起可来电或邮件同分会秘书处

联系，并索取协议书、申报资料内容清单。

二、评价流程

１、协议签订后，参评企业应按照要求

提交所需的企业信息。

２、分会将按照《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

评定办法》，结合本行业专业的特点，组成

专家评审组，通过集中评议、现场核查等方

式对参评企业进行综合评议并得出初评结

果，分会将初评结果上报中电协进行复核。

３、通过复核后由中电协得出复核结论

并将结论在商务部网站（ｗｗｗ．１２３１２．

ｇｏｖ．ｃｎ）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１５天。

４、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由中电协批

准并报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备案后，按规定程序向社会正式公

布参评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同时，协

会颁发证书与铜牌。

５、企业信用等级有效期为３年，在有

效期内每年对参评企业进行１次复审。

希望行业各企业以参加企业信用等级

评价为契机，积极引导企业增强信用意识、

营造企业诚信环境、促进企业和行业和谐

健康发展。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２７３

邮箱：ｓｕｎｑｒ２７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人：孙琪荣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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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低压电器分会１５个会员单位跨入中国电气１００强

百强排名 单 位 名 称

９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３０ 厦门ＡＢＢ低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３１ 施耐德（北京）中低压电器有限公司

３７ 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

４５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ＡＢＢ新会低压开关有限公司

５３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５８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 环宇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

８５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８７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９２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 现代重工（中国）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以“创新协同发展

·领创电气未来”为主题的“第１３届中国

电气工业发展高峰论坛暨第１７届中国电

气工业１００强研究结果发布会”在北京隆

重举行。在揭晓的２０１６年第１７届中国电

气工业１００强名单中，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会员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占

居百强１５席。具体名单如上：

来源：电气时代杂志社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公布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３日，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发出了“２０１６年度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评奖公告”，并指

出：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评

审工作已经结束，经过各专业评审组初评

和评审委员会终评，共评出建议奖励项目

３４４项，其中，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３５项、

二等奖１１９项、三等奖１８９项。通用低压

电器分会的会员单位获奖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名单 奖级

１

ＧＧＷ８系列智能型高

性能小体积万能式断

路器的研究与应用

北京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
南　寅　赵志群　单保卫　兰立民　刘　磊

李　勇　张　强　李明波　张玉霖　张太利
一

２
ＨＳＷ６－８０００万能式

断路器
杭州之江开关股份有限公司

戴水东　朱立明　方　祥　高佳锋　 戴建诗

李妙兴　刘国军
二

来源：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

天水二一三电器：２０１６年科技成果及新产品通过省级鉴定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由甘肃省科技

厅、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天水市科技

局、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持，对天水二一

三研发的“ＧＳＭ３Ｅ－１２５～１２５０系列电子

式塑壳断路器”等８个新产品进行省级科

技成果和新产品鉴定会。

会议由天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

主任吴来虎主持，专家委员会由省内高校、

科研院所的教授以及相关用户企业总工师

组成，主任委员由兰州理工大学郝晓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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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兰州交通大学董海

鹰教授担任。省工信委、天水市科技局、工

信委相关领导，长城电工总部相关领导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等

领导以及相关技术负责人和产品设计人员

参加了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专家认真听取了产品研发

人员对新产品研发必要性、技术难点、技术

创新性等情况的汇报；审查了图纸、试验报

告、科技查新报告等鉴定资料，经过质询、

评议后一致认为，项目产品技术文件完整、

合理，能够有效指导生产，产品创新点突

出，一致同意ＧＳＭ３Ｅ－１２５～１２５０系列电

子式塑壳断路器和ＧＳＺ８－２５～１２０系列

直流接触器２项新产品通过省级科技成果

鉴定，８项新产品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其

中ＧＳＭ３Ｅ－１２５～１２５０系列电子式塑壳

断路器、ＧＳＺ８－２５～１２０ 直流接触器

ＧＳＺ４－２５０、ＧＳＺ４－４００双极直流接触器、

ＣＪＸ４－０９／９５ＤＴ系列静音接触器４项产

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ＧＳＣ２－２０Ｊ～６３Ｊ家

用交流接触器、ＧＳＺ２－１０００Ｓ（Ｇ）直流接

触 器 ２ 项 产 品 达 到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ＧＳＲＴ１８－３２、ＧＳＰＶ１０－３０系列熔断器、

ＺＮ－１ＦＪ智能ＩＣ卡阶梯水表２项产品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

通过本次鉴定会，一方面专家充分肯

定了我公司每年能推出多个新产品，是公

司“坚持创新驱动，突出主导产业，形成行

业特色，提高服务水平”的科研方针的结

果，是研发技术团队创新实力的表现，是

“系列化研发、系列化制造、系列化推广”战

略实现路径落地的结果，将对扩大产品市

场占有率，实现产品的转型升级打下良好

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司要认真总结研究

本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

产品的技术、质量水平，向国际标杆企业看

齐，使鉴定的新产品尽快成为公司新的经

济增长点。

来源：

櫏櫏櫏櫏櫏櫏

櫏櫏櫏櫏櫏櫏

殽
殽殽

殽

北极星输配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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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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度全国低压电器标委会第一批标准制修订计划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级别 制修订

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７－４部分：辅助电器 － 连接铜导

体的ＰＣＢ端子排
国标 制定

２
低压封闭式隔离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在维修和维护

工作中提供隔离功能的隔离开关
国标 制定

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用于信息交换的产品数据与特性 国标 制定

４ 带附加功能的剩余电流装置（ＲＣＤ） 国标 制定

５ 具有远程控制功能的智能控制与保护电器 行标 制定

６ 低压电涌保护器后备保护装置 行标 制定

７ 小型断路器自动化生产线通用技术条件 团标 制定

８ 终端电器选用及验收规程 团标 修订

（栗惠

櫏櫏櫏櫏櫏櫏

櫏櫏櫏櫏櫏櫏

殽

殽殽

殽

）

综合信息

中电联：２０１６年１－１１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１－１１月份，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各省份当月

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１１月份制造业日均

用电量超９０亿千瓦时／天，创历史新高；高

载能行业累计用电量降幅逐月收窄，１１月

份除化工行业外其他高载能行业用电同比

正增长；发电装机容量持续快速增长，风电

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火电利用小时持续

下降，为２００５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基建

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减少。

一、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各省

份当月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

１－１１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５３８４７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０％，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４．２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１－１１月份，第一产业用电

量１００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２％，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１．９％；第二产业用

电量３８１１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６％，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３．７个百分点，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比重为７０．８％，对全社会用电

量增长的贡献率为３８．２％；第三产业用电

量７２８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７％，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４．４个百分点，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为１３．５％，对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９．９％；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量７４４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４％，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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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图１　２０１４年以来分月全社会用电量及其增速

分省份看，１－１１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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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５．０％）的省份有

１５个，依次为：西藏（２１．１％）、新疆（１２．６％）、

陕西（９．６％）、安徽（９．６％）、江西（９．４％）、浙

江（８．６％）、北京（７．２％）、江苏（６．９％）、上海

（６．５％）、湖北（６．５％）、福建（６．２％）、海南

（５．９％）、广东（５．８％）、贵州（５．２％）和四

川（５．０％）；全社会用电量负增长的省份有

３个：甘肃（－４．２％）、青海（－３．９％）和云

南（－１．５％）。

１１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５０７２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０％。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用电量７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８％；第

二产业用电量３７６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６．０％；第三产业用电量６３３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１１．８％；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５９４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０％。

分省份看，１１月份，各省份用电量增

速均实现正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７．０％）的省份有１６个，其中增

速超过１０％的省份有：西藏（３１．１％）、新疆

（１９．３％）、宁夏（１１．９％）、浙江（１１．２％）、

陕西 （１０．９％）、安徽 （１０．２％）和山西

（１０．１％）。

二、１１月份制造业日均用电量超９０

亿千瓦时／天，创历史新高

１－１１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３７４６２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６％，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３．７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重为６９．６％，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为３７．３％。其中，轻工业用电量为

６３９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４％，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３．１个百分点；重工业用电量

为３１０７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２％，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３．８个百分点。

１１月份，全国工业用电量３７０５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５．９％，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重为７３．１％。其中，轻工业用电量６２１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２％，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１２．２％；重工业用电量３０８４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７％，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６０．８％。

图２　２０１４年以来分月轻、重工业用电量

增速情况

１－１１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２８０５２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１％，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３．１个百分点。１１月份，全国制造

业用电量２７４８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９％；

制造业日均用电量９１．６亿千瓦时／天，分

别比上年同期和上月增加８．６亿千瓦时／

天和７．１亿千瓦时／天。

图３　２０１４年以来分月制造业日均用电量

三、高载能行业累计用电量降幅逐月

收窄，１１月份除化工行业外其他高载能行

业用电同比正增长

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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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２２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０．９％，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１．９个百分点；合计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２９．６％，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的贡献率为－５．４％。其中，化工行业用电

量３９５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２％，增速

比上年同期回落１．１个百分点；建材行业

用电量２９１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４％，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８．８个百分点；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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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行业用电量４４０７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５．０％，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３．４个

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行业４６４７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０．４％，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３．２个百分点。

１１月份，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１５６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１％，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１１．３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３０．８％。其中，化工行业用电

量３７１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１．５％，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５．２个百分点；建材行业用

电量３０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５％，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１３．２个百分点；黑色金属

行业用电量 ４４３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７．８％，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２１．２个百分

点；有色金属冶炼行业４４８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６．９％，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１３．９个

百分点。

图４　２０１４年以来分月重点行业用电量情况

四、发电装机容量持续快速增长，风电

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截至１１月底，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

电厂装机容量１５．７亿千瓦，同比增长

１０．４％，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０．７个百分

点。其中，水电２．９亿千瓦、火电１０．４亿

千瓦、核电３３５２万千瓦、并网风电１．４亿

千瓦。１－１１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

电量５３７０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２％，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４．１个百分点。

１－１１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电

发电量９８４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４％，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２．８个百分点。全国

水电发电量前三位的省份为四川（２５３８亿

千瓦时）、云南（１９０６亿千瓦时）和湖北

（１３０５亿千瓦时），其合计水电发电量占全

国水电发电量的５８．４％，同比增速分别为

７．５％、６．７％和７．６％。１１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８０４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３．３％。

１－１１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

发电量３９６７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２％，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４．６个百分点。各省

份中，贵州（１１．３％）、陕西（８．１％）、江西

（７．７％）、江苏（７．３％）、山东（６．８％）、新疆

（６．６％）、安徽（６．２％）和浙江（５．８％）火电

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５％；全国共有１３个

省份火电发电量出现负增长，其中福建

（－１８．９％）、海 南 （－１４．４％）、四 川

（－１２．７％）和云南（－１０．１％）同比下降超

过１０％。１１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

发电量３７９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３％。

１－１１月份，全国核电发电量１９１４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５％，增速比上年同

期回落６．３个百分点。１１月份，全国核电

发电量１９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４．８％。

１－１１月份，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风

电厂发电量２１６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３０．３％，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９．９个百分

点。１１月份，全国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风电厂

发电量２５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２．０％。

五、火电利用小时持续下降，为２００５

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１－１１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

利用小时３４３４小时，同比降低１９５小时。

图５　２００５年以来历年１－１１月份利用小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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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１１月份风电装机较多省份风电设

备利用小时

分类型看，１－１１月份，全国水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３３３４小时，同比增加７８小

时；水电装机容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千瓦的７个

省份中，湖南、湖北和云南的水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同比分别增加４４４、２３３和９２小

时，青海、广西、贵州和四川的水电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同比分别降低６０７、４３２、４２６和

７９小时。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３７５６小时，同比降低２０４小时；分省份看，

全国共有１３个省份火电利用小时数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山东（４７２７小时）、江

苏（４６４８小时）和河北（４５４６小时）火电利

用小时超过４５００小时，而云南和西藏火电

利用小时数分别为１０９５和７３小时；与上

年同期相比，除河北、北京、江苏和西藏４

个省份外，其他省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均

有不同程度降低，其中，降幅超过１０００小

时的省份有海南（－１２６６小时）和青海（－

１０８７小时），降幅超过５００小时的省份有

福建（－６７６小时）和四川（－５４０小时）。

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６３７８小时，同

比降低３８５小时。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

小时１５７３小时，同比降低３９小时。

六、全国跨区、跨省送出电量同比增加

１－１１月份，全国跨区送电完成３３２４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０％。其中，华北送

华中（特高压）４４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９．４％；华北送华东１４４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１．４％；东北送华北１９０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２３．７％；华中送华东３２２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１１．５％；华中送南方２２９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３．７％；西北送华北和华中合

计８２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７．５％；西南送

华东１０３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８％。

１－１１月份，全国各省送出电量合计

８８３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５％。其中，四

川送出电量１２５８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３．５％；内蒙古送出电量１２４８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３．４％；云南送出电量８２２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１６．４％；湖北送出电量７５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３．７％；山西送出电量

７２１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２．２％；贵州送出

电量６８３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３．３％；安徽

送出电量４１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８％；

河北送出电量３６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７．３％；宁夏送出电量３４０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１３．７％；新疆送出电量３１８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２１．１％；陕西送出电量３１０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７．７％。

１１月份，全国跨区送电完成３１０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１５．３％。其中，华北送华

东１５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４．１％；东北送

华北２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９．１％；华中

送华东１９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１４．７％；华

中送南方２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４．０％；

西北送华北和华中合计６８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１２．３％；西南送华东９９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２０．１％。

１１月份，全国各省送出电量合计８６３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１．６％。其中，四川

送出电量１１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１．６％；

内蒙古送出电量１１５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３．７％；云南送出电量１０４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６１．９％；山西送出电量７８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１９．１％；湖北送出电量６２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１２．６％；河北送出电量４９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４．０％；宁夏送出电

量４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４．８％；贵州送

出电量３６亿千瓦时，同比下降４５．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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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送出电量３２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５．４％；

安徽送出电量３２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１２．１％；陕西送出电量３０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１５．９％。

七、基建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减少

１－１１月份，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产

能力８５５７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少投产４８７

万千瓦。其中，水电８９７万千瓦、火电

３３４５万千瓦、核电７２０万千瓦、风电１２０１

万千瓦，水电、火电和风电分别比上年同期

少投产４３４、１４０５和３８８万千瓦，核电比上

年同期多投产１７３万千瓦。

八、电源完成投资同比下降，电网完成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１－１１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

工程完成投资２６８９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７％。在电源完成投资中，水电完成投

资４８２亿元，同比下降２０．２％；火电完成

投资９２８亿元，同比下降５．３％；核电完成

投资３８６亿元，同比下降７．９％；风电完成

投资６８５亿元，同比下降２７．０％。水电、

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

成投资的６５．５％，比上年同期回落２．７个

百分点。

１－１１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４７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８％。

来源：中电联规划发展部

看２０１７中国制造趋势 了解工业４．０的根本所在

　　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公布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

年的行动纲领，并提出了“力争用十年时

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的第一步目标。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瞄准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重

点，提出了十大重点扶持领域。我们认为，

围绕重点扶持领域，结合Ａ股机械行业公

司的构成，未来高端装备制造业中最为关

键的将是：工业４．０和机器人、核能核电、

高铁等３大主题。

机器人是工业４．０之根本

工业１．０是蒸汽动力出现导致的生产

机械化；工业２．０是电力出现推动的大规

模生产；工业３．０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而

产生的自动化生产方式；工业４．０是基于

智能制造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由德国率先

提出，旨在通过实体物理系统（Ｃｙｂ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ＰＳ），即信息通信技术与

自动化制造相结合，将制造业进一步智能

化。基于相同的理念，美国也提出了工业

互联网的概念。

工业化的进化历程

工业４．０的实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智能单机设备的互联；第二阶段是

通过传感和射频等数据记录和采集器实现

工厂的数字化；第三阶段是材料、软件和硬

件的系统集成；最后就是工业４．０的实现，

即各个数字化工厂之间的互联。

现阶段欧美国家基本已经实现工业

３．０，而如今中国因为各领域、各行业自动

化发展的现状不一样，正处于由传统制造

业向工业２．０与工业３．０的过渡阶段，而

这个局面可能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继续。在传统制造业、工业２．０、工业３．０

共存并行，伴随着制造业人工成本不断上

涨的局面下，未来３－５年将会出现一个大

批制造企业进行生产自动化改造的现象。

而这个改造浪潮将会刺激机器人需求的爆

发，机器人行业将会在未来几年内保持高

速增长的态势。

２０１３年底工信部出台的《关于推进工

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到２０２０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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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培育３－５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

头企业和８－１０个配套产业集群；工业机

器人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能力明显增强，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提

高到４５％以上，机器人密度达到１００以

上，基本满足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要。

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公布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也将高档数控

机床和机器人产业列为十大重点领域之

一，路线图要求，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以市场

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

机器人产业体系。即将出台的《机器人产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将和《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共同描绘未来十年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蓝图。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行业相关产业政策

机器人系统集成的壁垒相对较低、与

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较弱、竞争较为激烈，是

国内企业大批量进入的领域。目前大部分

厂商主要以细分市场为基础提供机器人设

备集成服务。目前，外资集成厂商占据了

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国内厂商只占据２０％

－３０％的市场份额，但是有逐渐抢占外资

厂商市场份额且向中高端集成业务发展的

趋势。

２０１４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达到

１８．９万台，同比增长４２．６％。保有量已经

超过韩国和德国，但是基于我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这个数量还是相对较少。在目前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工业机

器人具备巨大的成长潜力。据ＩＦＲ统计

和预测，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中国工业机器

人销量年均增长率将达２５％，２０１７年销量

将达１０万台；到２０１７年末，中国机器人保

有量将超过４０万台，达到世界第一水平。

据ＩＦＲ统计，２０１４年全球服务机器人

市场规模约为５９．７亿美元，其中个人／家

庭服务机器人的市场份额为３７％，专业服

务机器人为６３％。专业服务机器人全球

销售额约为３７．７亿美元，销量约为２．４２

万台，销量比２０１３年的２．１７万台增长

１１．５％。个人／家用服务机器人２０１４年全

球销售额约为２２亿美元，销量约为４７０万

台，销量同比增长１７．５％。个人／家用服

务机器人这类贴近Ｃ端（消费者端）的产

品销量大、单价便宜，而专用机器人的销售

额依旧占据了服务机器人市场份额的

６３％，销量小，单价高。

据ＩＦＲ估计，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全球服务

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３００亿美元，其中

专业服务机器人市场可达１８９亿美元，个

人／家用服务机器人市场可达１１０亿美元。

销量方面，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全球服务机器人

需求总量将达到３１６０万台／套，其中专业

服务机器人销量１３．５万台／套，个人／家庭

服务机器人３１５０万台。

来源：维视图像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１８项重点任务

　　据发改委网站２２日消息，发改委、能

源局正式印发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规划》明确了“十三

五”期间我国将积极发展水电，大力发展新

能源、加快煤电转型升级、实施电能替代、

加快充电设施建设、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

１８项重点任务，以实现能源清洁利用、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的目标。

规划提出，预期２０２０年全社会用电量

６．８－７．２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３．６－

４．８％，全国发电装机容量２０亿千瓦，年均

增长５．５％。在预期２０２０年全社会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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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基础上，按照２０００亿千瓦时预留电

力储备，以满足经济社会可能出现加速发

展的需要。按照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１５％的要求，到２０２０年，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达到７．７亿千瓦左右，比２０１５年增加

２．５亿千瓦左右，占比约３９％，提高４个百

分点，发电量占比提高到３１％；气电装机

增加５０００万千瓦，达到１．１亿千瓦以上，

占比超过５％；煤电装机力争控制在１１亿

千瓦以内，占比降至约５５％。

规划要求，“十三五”期间力争淘汰火

电落后产能２０００万千瓦以上，新建燃煤发

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３００克标煤／千

瓦时，现役燃煤发电机组经改造平均供电

煤耗低于３１０克标煤／千瓦时，火电机组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年总排放量力争下降

５０％以上。３０万千瓦级以上具备条件的

燃煤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煤电机组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到８６５克／千瓦时左

右。火电厂废水排放达标率实现１００％。

电网综合线损率控制在６．５％以内。

规划提出１８项重点任务：积极发展水

电，统筹开发与外送；大力发展新能源，优

化调整开发布局；鼓励多元化能源利用，因

地制宜试点示范；安全发展核电，推进沿海

核电建设；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大力推进

分布式气电建设；加快煤电转型升级，促进

清洁有序发展；加强调峰能力建设，提升系

统灵活性；筹划外送通道，增强资源配置能

力；优化电网结构，提高系统安全水平；升

级改造配电网，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实施电

能替代，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充电设施

建设，促进电动汽车发展；推进集中供热，

逐步替代燃煤小锅炉；积极发展分布式发

电，鼓励能源就近高效利用；开展电力精准

扶贫，切实保障民生用电；加大攻关力度，

强化自主创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电

力国际合作；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电力

市场体系。

规划还指出，采取多种方式，继续安排

资金支持城镇配电网、农村电网建设改造

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跨省区输电工程、配电网工程、分布式

电源并网工程、储能装置和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鼓励电力企业参与

碳排放权交易。完善电力行业落后产能退

出政策。搭建电力产业新业态融资平台。

鼓励风险投资、产业基金以多种形式参与

电力产业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鼓励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股权交易、众筹、

ＰＰＰ等方式，加快示范项目建设。

来源：中国证券报

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导语：随着新一轮电改、“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

进，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将迎来新一轮发

展机遇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２年

电改后，我国持续加大对电力工业的投资，

电力设备制造业也随之获得了较快发展，

产业规模和营业收入迅速提高，但产能过

剩、出口下滑、投资回落等问题也日益凸

显。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电力设备制造业营业

收入在工业行业销售收入中的比重呈现出

“上升－下降－上升”的波浪形发展态势。

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２年，电力设备制造业营

业收入在工业行业销售收入中的比重缓慢

增加，２０１２ 年 达 到 近 年 来 的 最 高 值

５．１６％；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３年，电力设备制

造业营业收入在工业行业销售收入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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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幅下跌，跌幅达到０．３８％，２０１３年的

比重下滑到４．７７％；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

年，电力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在工业行业

销售收入中的比重又呈现出小幅回升态

势，２０１５年比重回升到５．０７％，同比提高

０．２１个百分点。

横向来看，２０１５年，电力设备制造业

营业收入占机械行业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２４．３７％，仅次于汽车行业的３１．９４％，位

居第二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电力设备

制造业实现了较快发展，产业规模和经营

效益都有较大提升，但发展质量和运营效

率低于预期，关键设备及核心零部件仍依

赖于进口，电力设备的高端产能较为不足，

中低端产能过剩加剧。

“十三五”期间，随着新一轮电改、“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

深入推进，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将迎来新

一轮发展机遇期。

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的现状

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面

临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国内

ＧＤＰ增速持续放缓，工业增加值增速回

落，对电力设备需求回暖形成较大制约。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体系在震荡中前行，人

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也进一步加大了电力

设备制造企业进出口的汇率风险。从

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６年，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

主要呈现出四方面的发展特征：

从生产规模来看，主要电力设备产量

均有所下降，电力设备制造各子行业发展

差异分化。具体来看，２０１５年，发电设备

产量为１２４４０．９２万千瓦，增速由２０１４年

的９．１６％大幅下滑至－１３．７７％；电力电

缆产量为５５８．１８亿米，增速从２０１４年的

８．８７％迅速下降到－１．９５％；交流电动机

产量为２８２５８．１０万千瓦，增速同比降低

１０．５３个百分点；变压器产量实现小幅增

长，增速同比提高０．２６个百分点。

进入２０１６年后，各子行业生产出现了

较为明显的分化态势。受制于下游发电行

业产能过剩，发电设备尤其是火电设备的

下游需求进一步放缓，产量继续负增长。

以交流电动机为例，由于内外需求增长空

间有限，预计全年产量降幅将达到４％左

右。而随着特高压电网和配网建设的提

速，电网工程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拉动主要

输变电设备需求回暖，预计全年变压器产

量和电力电缆产量将分别增长１．０％和

２．０％。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去产能力度加

大，电力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

续回落。２０１５年，受下游需求疲软和设备

价格降低的影响，电力设备生产企业投资

意愿较弱，加之国家去产能政策的深入推

进，导致行业民间投资大幅下滑，行业投资

增速显著回落，全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９９７１．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９．４０％，增速

同比减少４．３５个百分点。进入２０１６年

后，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电网、

农网改造、特高压等重大工程的陆续开工，

拉动相关产品需求，进而带动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继续增长。但整体来看，行业产

能过剩困境和大多数产品的下游需求短期

内难有实质性改善，投资增速仍将延续下

降态势。预计２０１６年行业投资额增加至

１０８００亿元，同比增长约８％。

从经营效益来看，随着产品附加值的

不断提升，推动电力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

增速稳步提高。２０１５年，在上游原材料价

格下滑和行业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共同推动

下，行业整体盈利状况有所改善，利润总额

增速较２０１４年提高１．４３个百分点，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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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利润率同比增加０．３４个百分点。

进入２０１６年后，随着主要生产企业的成本

控制效果进一步显现，行业利润有望保持

增长态势。预计全年行业利润总额将达到

４０００亿元，增速达到１３％。

从对外贸易来看，电力设备制造业进

出口规模均有所减少，短期内难有改善。

具体来看，２０１５年，我国电力设备国产化

率持续提高，进口替代效应进一步增强，进

口增 速 由 ２０１４ 年 的 １．７３％ 下 降 至

－１０．７５％；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需

持续疲软，电力设备出口额增速由２０１４年

的６．９５％ 大幅下降至 －３．５１％。进入

２０１６年后，电力设备的内外需不足及进口

替代效应进一步延续，预计全年进口额和

出口额仍将负增长，但增速大幅下滑态势

有望得到缓解，增速分别为－６％和－２％。

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未来机遇

电力设备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十大

重点领域之一，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世界电

力装备制造大国行列。未来随着一系列国

家战略的推进，我国将不断增大对电源和

电网的建设投入，电力设备的市场需求仍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为我国电力设备制

造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遇。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的营业收入

将增加至７．５万亿元，年均增速为８％。

首先，宏观调控和需求结构将倒逼行

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正

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加大高端电力设备产能的投

资力度。下游行业的高端电力设备需求将

持续上升，中低端电力设备需求将逐步下

降，推动科技含量足、附加值高、带动性强

的高端细分产业得到优先发展。同时，我

国将在“十三五”时期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制

度，实体经济行业面临的节能环保压力进

一步加大，相关电力设备的更换和改造升

级需求凸显，更节能更环保的电力设备成

为下游行业的首选。总体来看，宏观调控

加强和需求结构改善将倒逼电力设备制造

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其次，技术水平提升和去产能推动行

业盈利能力继续提升。随着“互联网＋”智

慧能源成为发展趋势，我国将在电力设备

的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研发领域进

行重点攻坚，电力设备制造业的智能化和

专业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对进口电力设

备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将逐步减少，产品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将不断增加，进而提升

全行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另一方

面，随着去产能工作的深入推进，国家将继

续采取准入制度等措施，大力淘汰过剩和

落后产能，电力设备制造业将进行深度的

兼并重组，一批资产规模较小、经济效益较

差的中小企业将陆续退出市场，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高，为经营效益提升奠定基础。

最后，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企业“走出

去”步伐加快。作为出口的重要装备，电力

设备有望得到国家的优先扶持。从出口国

家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电

力设施相对较不完善，电力设备缺口较大，

具有广阔的国际产能合作和设备出口空

间。随着“一带一路”相关方案的逐步落

实，将释放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电力设备需

求。加速将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

移，将成为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现实选择和重要支撑，这些国家和

地区有望成为我国电力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承接地和新的利润增长点。

来源：能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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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中国风力发电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一、有利因素

（一）政策支持

国家能源局在《可再生能源“十三五”发

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十三五”期间新

增可再生能源投资约２．３万亿元，到２０２０年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达到１５％，

风力发电２．５亿千瓦。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７日，国

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下达２０１６年全国风电开

发建设方案的通知》，为保持风电开发建设节

奏，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２０１６年全国

风电开发建设总规模３，０８３万千瓦。政府政

策支持力度不减，给中国风电持续健康发展

带来良好预期。

（二）发展潜力大

２０１５年，中国（除台湾地区外）风电行

业发展 速 度 强 劲，新 增 装 机 容 量 ３０，

５００ＭＷ，同比增长３１．５％，占全球２０１５

年新增装机容量的４８．４％，排名全球第

一；同时，中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１４５，１０４ＭＷ，超过风电发展历史更长的欧

盟市场（１４１，５７８ＭＷ），展现了中国风电市

场的强大容量和发展潜力。

（三）互联网＋

众多风电整机制造商在风电运维市场

早有建树，其中有一部分厂商更是将其运

维部门扩升至专门的运维公司并将其移至

风电场较为集中的地区进行集中运维服

务。然而，针对不同的技术和机型，组建一

支专业化团队进行区域性运维只是较为传

统的服务方式，其弊端在于风电场多处在

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的地区，而且分布比较

分散，难以进行集中管理。

相较之下，依托“互联网＋”、云平台以

及大数据平台管理风电场实现少人值守甚

至是无人值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２０１６年６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下发的《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

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中就明确提出研究

风电机组和风电场综合智能化传感技术、

风电大数据收集及分析技术以及研究基于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综合应用的陆上

不同类型风电场智能化运维关键技术等方

面关键技术。

二、不利因素

（一）电价下调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

价政策的通知》，宣布将于２０１６与２０１８年

全面下调所有风区陆上风电上网电价。受

该政策预期影响，风电行业在２０１５年出现

抢装潮，大幅提升了２０１５年国内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政策驱动下的高增长在一定程

度上提前透支市场，未来行业增速可能出

现回落。

（二）并网消纳

２０１５年，国家在解决弃风限电和风电

消纳问题上不断加大力度。２０１５年４月７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度

风电并网消纳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电网

企业优化本地电网调度运行，协调好风电

与自备电厂、供热机组之间的关系，明确不

同电源之间的调度次序，建立健全辅助服

务补偿机制，深入挖掘系统调峰潜力，确保

风电等清洁能源优先上网和全额收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５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

发《关于开展风电清洁供暖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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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山西、辽宁、新疆达坂城地区、蒙西可

以酌情按照不高于１００万千瓦的规模适度

安排新建项目参与风电清洁供暖。２０１６

年２月５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

“三北”地区可再生能源消纳工作的通知》，

要求通过发电直接交易、风电供暖、做好风

光外送以及加强火电监管多途径提升消纳

能力。

２０１５年并网消纳问题加剧，弃风电量

同比增加近两倍，为近三年最高水平；同时，

国家发改委两次下调风电上网标杆电价，开

发商为赶在政策期限完成项目建设进而形

成抢装潮，对风电并网消纳也将造成一定压

力。尽管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着力解决风

电并网消纳及弃风限电问题，但其在短期内

仍将是制约风电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投顾问对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中国风力发

电行业发电量预测

图１　数据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２０１５年１－１０月，全国风力发电累计

产量为１，３７０．７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

１４．９４％；２０１６年１－８月，累计产量为１，

３５８．０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１６．３％。我

们预计，２０１７年风力发电量将达到１，８４６

亿千瓦时，未来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均复

合增长率约为１５．２０％，２０２１年风力发电

量将达到３，２５２亿千瓦时。

中投顾问对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中国风力

发电行业收入预测

图２　数据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年１－１２月，风力发电业销售收

入总额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之和）７７０．０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９．７１％；

２０１５年１－９月，风力发电业销售收入总

额达到６３４．３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７％。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２０１７年我

国风力发电行业收入将达到１，０３４亿元，

未来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为１２．２７％，２０２１年收入将达到１，６４３亿

元。

中投顾问对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中国风力

发电行业利润预测

图３　数据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年１－１２月，风力发电业利润总

额达到１３８．２９５亿元，同比下滑５．８７％；

２０１５年１－９月，风力发电业利润总额达

到１３５．９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３９％。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２０１７年我

国风力发电行业利润将达到２２０亿元，未

来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１５．０３％，２０２１年利润将达到３８５亿元。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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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 投资主线已确定

　　发改委、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旨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建设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规划提出，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

总体要求，综合考虑安全、资源、环境、技

术、经济等因素，２０２０年能源发展主要目

标是：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５０亿吨标准煤

以内，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４１亿吨以内。

全社会用电量预期为６．８～７．２万亿千瓦

时。能源自给率保持在８０％以上。保持

能源供应稳步增长，国内一次能源生产量

约４０亿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提高到１５％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

到１０％，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５８％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李仰哲介绍，初步测算，整个“十三五”期

间，可再生能源总的投资规模将达到２．５

万亿元。

能源十三五规划提七大重点任务

规划提出七大重点任务，分别是高效

智能，着力优化能源系统；节约低碳，推动

能源消费革命；多元发展，推动能源供给革

命；创新驱动，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公平效

能，推动能源体制革命；互利共赢，加强能

源国际合作；惠民利民，实现能源共享发

展。其中，规划重点提到了推进非化石能

源可持续发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进油

气体制改革等。

清洁能源

１）核电

２０２０年运行核电装机力争达到５８００

万千瓦，在建核电装机达到３０００万千瓦以

上。深入实施核电重大科技专项，开工建

设ＣＡＰ１４００示范工程，建成高温气冷堆示

范工程。

２）风电

２０２０年风电装机规模达到２．１亿千

瓦以上，风电与煤电上网电价基本相当。

３）太阳能

２０２０年，太阳能发电规模达到１．１亿

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６０００万千瓦、

光伏电站４５００万千瓦、光热发电５００万千

瓦，光伏发电力争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

４）生物质能及其他

２０２０年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１５００万千瓦左右，地热能利用规模达到

７０００万吨标煤以上。

改革预期

１）电改

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

严格成本监管，合理制定输配电价。加快

建立相对独立、运行规范的电力交易机构，

改革电网企业运营模式。鼓励以混合所有

制方式发展配电业务，严格规范和多途径

培育售电市场主体。全面放开用户侧分布

式电力市场。

２）油气改革

出台油气体制改革方案，逐步扩大改

革试点范围。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制度改

革，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进出口及下游

环节竞争性业务，研究推动网运分离。实

现管网、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公平开放接入。

投资主线浮出水面

联讯证券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电改、

新能源汽车、海上风电、分布式光伏是电力

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的投资主线。建议关注

金风科技（风电机组龙头）、福能股份（福建

地区最大的综合能源服务商）、涪陵电力

（西南地区主要的配网、售电标的）、智光电

气、炬华科技（成立售电公司，用户侧能源

服务，布局电改）、恒华科技（电网信息化服

务商、成立售电公司、布局售电培训业务）、

湘电股份（地方混改）。

民生证券认为国企改革将贯穿２０１７

年，其中油气行业改革是重点，建议关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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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市公司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大庆华

科、泰山石油等。此外，建议重点关注煤化

工板块相关上市公司，其中工程设计领域

推荐三维工程和东华科技；煤炭清洁利用

推荐新奥股份和广汇能源。

太平洋证券看好三主线：维持风电行

业“看好”投资评级，推荐投资标的：金风科

技、天顺风能；十三五期间光伏分布式发电

的市场空间不容小觑，建议关注成本管控

有效，利润率稳定的优质标的如隆基股份、

东方日升、拓日新能、林洋能源、兆新股份、

通威股份、爱康科技、中来股份；核电方面，

建议关注具有业绩支撑、技术壁垒高的相

关标的，推荐江苏神通（核级球碟阀龙头）、

应流股份（具备核一级泵阀类铸件资质，中

子吸收材料领先），及台海核电（核电弹性

高，主管道技术领先）、纽威股份（核阀新

秀，连续突破）。

此外，国金证券坚定认为储能将是十

三五期间能源领域最具爆发力的产业，从

投资的角度看，储能也将是未来一年内孕

育充分投资机会的板块，逻辑主要来自三

方面：

１．理论经济性具备＋商业化项目验证

＋资产荒，令储能电站成为理想投资标的；

２．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提升的诉

求与目前弃光弃风愈演愈烈的矛盾、以及

售配电市场放开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分

别从电源、电网、用户侧刺激储能需求；

３．自上而下政策激励逐渐落地。重点

推荐圣阳股份、南都电源，关注阳光电源、

雄韬股份、科陆电子）等。

来源：证券时报网

２０１７年将新增光伏装机１８００万千瓦

　　新能源发电补贴继续退坡。

１２月２８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关

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

通知》，将分资源区降低光伏电站、陆上风

电标杆上网电价，而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

标准和海上风电标杆电价不作调整。

这是继去年年底发改委发布《关于完

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

确定十三五期间新能源发电补贴实施退坡

机制之后的第一次调价。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秦海岩认为，《通知》稳定了投资者

的预期，避免了以往由于突然调整上网标

杆电价引发的抢装现象。在下调上网标杆

电价的同时，国家应同步推进解决弃光弃

风问题和保证可再生能源补贴发放及时到

位等改革。

国家发改委指出，鼓励各地通过招标

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光伏发电、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等新能源项目业主和上网电价，

但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形成的价格不得高于

国家规定的同类资源区新能源发电标杆上

网电价。

下调风电和光伏电价

《通知》指出，根据当前新能源产业技

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情况，降低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日之后新建光伏发电和２０１８年１月１

日之后新核准建设的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

价。

具体来说，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之后，一

类至三类资源区新建光伏电站的标杆上网

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６５元、０．７５

元、０．８５元，比２０１６年电价每千瓦时下调

０．１５元、０．１３元、０．１３元。

发改委赶在元旦前发布这么一个方

案，整体来讲对行业是一大利好。航禹太

阳能董事长丁文磊对记者分析，这次补贴

下调幅度低于预期，使投资商的投资收益

率能提高１－２％。

发改委特别强调，今后光伏标杆电价

根据成本变化情况每年调整一次。２０１７

年１月１日以后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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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光伏发电项目，执行２０１７年光伏发电

标杆上网电价。２０１７年以前备案并纳入

以前年份财政补贴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

目，但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以前仍未投运

的，执行２０１７年标杆上网电价。

对此，丁文磊分析，虽然这同样会导致

明年出现６３０抢装，但预计行业不至于出

现今年上半年的畸形抢装。

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１６年第二季度的装

机超过１３ＧＷ，整个上半年的装机超过了

２０ＧＷ，比去年同期增长３倍以上，出现爆

发式增长。

根据《通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之后，

一类至四类资源区新核准建设陆上风电标

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４０元、

０．４５元、０．４９元、０．５７元，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的电价分别降低０．０７元、０．０５元、０．０５

元、０．０３元，比此前《政策》确定的２０１８年

的电价分别降低了０．０４元、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１元。

此外，国家发改委还对非招标的海上

风电项目，区分近海风电和潮间带风电两

种类型确定上网电价。近海风电项目标杆

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８５元，潮间带风电

项目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７５元。

削减补贴促转型

目前，光伏发电风电上网电价在当地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以内的部分，由当

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通过国家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根据业内测算，２０１７年光伏电站标杆

上网电价下调后，每年将减少新增光伏电

站补贴需求约４５亿元；２０１８年陆上风电

价格也降低后，每年将减少新增陆上风电

补贴需求约１５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可减

少新增补贴资金需求约６０亿元。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在１２

月２７日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感慨，现在

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每年高达二三百亿，这

么大的规模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努尔ｄｏｔ；白克力表示，靠补贴的行业

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内现在都开始削减补

贴，否则根本不可持续。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基点要转到创新上，依靠科

技创新和技术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瞡丽对记

者分析，预计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电价分

别到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３年可与当地燃煤发电

同平台竞争。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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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光伏发电的装

机量应该会在２０－２５ＧＷ之间。

来源：中国低压电器网

风电装机目标五年增６０％

　　国家能源局早前公布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

年间新能源规划。根据《风电发展“十三

五”规划》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底，风电累计?

网装机容量要达到２１０吉瓦以上，海上风

电?网装机容量要?到５吉瓦以上。２１０

吉瓦装机目标，相等于年复合增长９．９％，

即较“十二五”增长６０％。“十二五”期间，

内地风电装机容量１３１吉瓦，年复合增长

３４％。

按区域划分，中东部、南方地区“十三

五”期间，陆上风电新增?网装机容量４２

吉瓦以上，累计?网装机容量达到７０吉瓦

以上。至于弃风重灾区的“三北”地区，在

基本解决弃风问题的基础上，新增风电?

网装机容量３５吉瓦，累计?网容量达到

１３５吉瓦。至于每年风电发电量，确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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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要达到４２００亿千瓦时，约?全国

总发电量的６％。

光伏项目方面，国家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光

伏发电装机达到１１０吉瓦以上，年复合增

长２１％，其中分布式光伏６０００万千瓦以

上。“十二五”期间，内地光伏装机容量４２

吉瓦，年复合增长３４％。

由于基数较大，光伏风电在“十三五”

装机增速明显较“十二五”减慢，惟按总量

计，“十三五”装机步伐反而更积极。换言

之，新能源股只要维持项目回报率不变，在

装机发电量增长带动下，业绩仍然可保持

稳定增长。

来源：大公网

国家电网超额完成２０１６年农网改造升级三大任务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于２０１６年

３月底启动，国家电网公司全面动员、全力

推进，经过不懈努力，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３０日，已累计完成７８．２万眼机井通电、

３．６万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

２．２万个自然村通动力电工程改造建设，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为打赢“两年攻坚”奠定

坚实基础。

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十三五”时期规

划投资５２２２亿元、开展七个方面工作，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重点推进“井井通电”、小城

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村村通动力

电”三大任务，确保于２０１７年底前全面建

设完成。公司制定了“三大任务”两年攻坚

计划，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两年完成１５０．３万

眼机井“井井通电”、６．６万个小城镇（中心

村）电网改造升级、７．８万个自然村“村村

通动力电”。针对２０１６年仅有的９个月工

期，公司安排投资６９９亿元，制定７０万眼

机井通电、３．３万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

改造升级、２．２万个自然村通动力电的年

度任务目标。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时间紧、任

务重，政治、民生意义突出。公司服务大

局、忠诚履责，加强领导、全面动员、精心谋

划，精益管理，积极开展政企合作，充分调

动内外资源，优质高效完成工程建设。

２０１７年，公司将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全力

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力争２０１７年年中提前

完成机井通电工程，年底全面完成三大任

务“两年攻坚”，按时投产，发挥好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促发展的作用。

来源：国家电网报

西门子将投入５０亿欧元用于分布式能源系统等领域研发

　　西门子希望进一步加强其数字化业务

的实力，并于２０２０年前在软件、数字化服

务和云平台业务实现年均两位数的增长。

２０１６财年（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９

月３０日），西门子在数字化服务业务领域

实现超过１０亿欧元的营收，在软件解决方

案业务领域营收则达到约３３亿欧元，同比

增长约１２％，远超８％左右的市场年增长

率。

西门子正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广的全新

ＭｉｎｄＳｐｈｅｒｅ云平台也将是增长的推动力

之一。它将使西门子首次可以为从工业企

业到铁路运营商等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基

于云的开放式物联网操作系统，并使开发

和运营相关应用和数字化服务成为可能。

例如，生产设施或企业产生的大量数据可

以迅速、高效地被收集、评估和应用，以用

于提升系统性能和可用性等。这项全新技

术还可以帮助客户评估并利用数据以获取

新洞察，为全新的商业模式铺平了道路，如

按照机器小时开展销售。“数字化平台

ＭｉｎｄＳｐｈｅｒｅ是西门子‘２０２０公司愿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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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的关键部分。借助该平台，我们能

够在所有领域和业务中针对客户以及自身

的生产设施坚决地推进数字化进程。”西门

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飒（Ｊｏｅ

Ｋａｅｓｅｒ）表示。

为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西门子计划

在２０１７财年（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７

年９月３０日）投入约５０亿欧元用于研发，

这一金额与上财年相比增加了约３亿欧

元。至此，西门子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相较

于２０１４财年增长近２５％。所增加投入的

主要部分被用于自动化、数字化以及分布

式能源系统领域的研发工作以及新成立的

投资部门ｎｅｘｔ４７。２０１６财年，西门子的研

发力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即研发支出占

营收额比重）为５．９％，该数字在２０１７财

年将继续提高。

西门子正在与ＩＢＭ携手合作，进一步

为客户简化 ＭｉｎｄＳｐｈｅｒｅ的数据分析功

能。双方计划将数据分析服务“ＩＢＭＷａｔ

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以及更多分析工具融入

ＭｉｎｄＳｐｈｅｒｅ。此举旨在使企业客户能利

用可视化功能和仪表盘工具，而应用开发

人员和数据分析人员能通过交互界面来利

用分析技术。ＩＢＭ 还打算为 ＭｉｎｄＳｐｈｅｒｅ

开发应用，比如在预测性维护领域。ＩＢＭ

和西门子希望在高效分析技术以及工业自

动化和数字化等领域将各自的技术专长融

合在一起，并以此帮助其客户迈向数字化。

西门子在专利领域也取得了进步。截

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持续运营业务

在全球范围被授予的专利总数达到约５９，

８００项。截至２０１５财年，这一数字为５６，

２００项。２０１６财年，西门子研究人员提交

的发明报告数量达到７，５００项，相当于平

均每个工作日提交近３０项发明报告。

２０１６财年，公司研发人员达到约３．３万

人，比前一年增加了约８００人。

来源：北极星智能电网

铜———２０１６年上海期货行情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司的当月交割铜的收盘价，２０１６年各月上海期货行情见下表：

元／吨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月份 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最高价 ３７３２０ ３６７２０ ３６５７０ ３８６９０ ３８８７０ ３７８００ ３７６３０ ３９２００ ３８２３０ ３７９１０ ３８６１０ ４９４３０ ４８１１０ ４８５９０

最低价 ３４６００ ３４０４０ ３３８２０ ３５５００ ３５６４０ ３４８３０ ３５０３０ ３６５００ ３６０４０ ３６１８０ ３５６６０ ３８４１０ ４３３６０ ４４６３０

（分会秘书处）

白银———２０１６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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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各月铂银行情见下表：

元／ｋｇ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月份 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最高价 ３３１９ ３３０３ ３５６３ ３４８６ ３８６９ ３８１３ ３９８６ ４４８９ ４５０１ ４３９９ ４０９０ ４２６３ ４１４５ ４２２８

最低价 ３１１５ ３１１５ ３１７１ ３２５５ ３３２５ ３５０３ ３４４５ ３９４３ ４０６１ ４１１０ ３７７７ ３９５９ ３８０５ ３８９９

（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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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火热征订中！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原低压电器）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于１９５９年创刊。是具有专业技术权威的电工技术类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杂志面向２１世纪新知识经济现状，以低压电器行业为先导，

及时、全面地报导国内外低压电器行业的最新科研成果和信息，全力为低压电

器的研究、设计、制造、使用、销售和管理等领域打造技术交流和信息传递的新

平台。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通信技术、控制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技

术的进步发展，使得低压电器行业技术领域不断拓宽，为了顺应技术发展的需

求，２０１４年５月，《低压电器》正式改刊名为《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内容将

涵盖了从电器元器件、智能电器成套设备、新能源发电并网、节能减排、能效管

理、智能家居、电动汽车等智能电网用户端专业领域，我们将全面反映和集中

报道电器行业、智能电网及新能源专业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动态和信息。在

技术创新变化日新月异之际，继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在全国科技期刊界拥有广泛知名度，历
年获众多荣誉及收入国家重点数据库。改刊后将不断发挥专业品牌媒体的优

势，不断开拓创新，全面服务于行业。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征订函
姓名 公司 地址 邮编 联系方式 邮箱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为半月刊，一年２４期。１２元／期，２８８元／全年。

邮发代号：４－２００。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２７２俞老师

　　１、需要订阅的，可将上面的征订函填写完毕，拍照或者扫描发送至：

３１８３３２６０３６＠ｑｑ．ｃｏｍ。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７４９９０－２７２俞老师

２、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４－２００．

３、添加官方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您也可添加微信号“ｋｉｋｉｙｑｙ”加入我们的官方微

信群，进行互动。

《电器与能效管理技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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