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但是大而
不强，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
新形势下，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的出
路究竟在哪里？

通过在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
化国家重点实验室调研，记者得出的答案
是：秉承钢铁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的信念，
把论文发表在热气蒸腾的钢铁生产线上，
把成果转化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厂房里，用
先进的钢铁工艺和产品强健“大国筋骨”。

绿色钢铁工艺的领跑者

国家实验室里，绿色钢铁制
造的代表性工艺不断取得突破，
推动中国钢铁行业在绿色、智能
发展方面大显身手。

2016 年 10 月 25 日，由东北大学牵头
承担、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昭东教授担任项目负
责人的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高强
度、大规格、易焊接”海洋工程用钢及应用
项目正式启动。项目的实施将实现我国高
端海洋平台用钢品种自给能力达 70%以
上，最大寿命提升 50%以上，为我国“海洋
强国”战略提供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

“海洋工程用钢铁材料是拓展海洋空
间、提升海洋国防实力的物质前提。我国
海洋平台用厚钢板的焊接效率及耐蚀性能
较差，海工钢关键部位的特殊品种如高级
别特厚钢板、大壁厚无缝钢管等仍需进口，
制约了我国大型海工装备的整体设计和建
造水平，因此这个项目的启动恰逢其时，将
极大破解我国海洋工程用钢的瓶颈。”中国
工程院院士干勇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

国家战略急需的重大项目，是东北大
学与企业协同创新的着力点。

海洋用钢项目，聚集了包括中科院金
属所、河钢集团等我国海洋用钢领域最强
大的研发力量。目前，特厚板高强均匀淬
火、一体化组织性能调控等一批关键共性
技术开发工作有序推进，高强韧特厚钢板、
大线能量焊接厚钢板、大壁厚无缝管、高级
别锚链钢等系列关键海洋工程用钢原型产
品开发如火如荼，300 毫米大断面辊式淬
火装备、特厚钢板即时冷装备等在今年年
底即将投入工业化应用。

热轧板带钢新一代控轧控冷技术，是
绿色钢铁制造的代表性工艺，这项节能减
排工艺正是出自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
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这套领跑世
界的工艺，东北大学自主研制出系列首台
套热轧钢材先进快速冷却装备与控制系
统，这套装备已成为我国热轧钢材生产线
主力机型，覆盖了鞍钢、首钢等50%以上大
型钢企，实现了高品质节约型热轧钢材
400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

我国钢铁生产流程长，产品种类多，物
流呈复杂网状结构，难以采用已有调度技
术，导致物耗能耗较高等问题。针对这一
国际公认难题，东北大学唐立新教授带领
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从钢铁典型生产工
序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关键生产与物流
调度理论，从调度理论、优化方法、关键技

术和工程应用四个视角进行了 20 余年系
统深入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研制出一
系列最优化及智能优化方法和系统。

“钢铁生产与物流调度关键技术及应
用”这一项目，在 2016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大会上，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套
技术与系统形成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让中
国在钢铁生产的智能化物流调度方面再一
次领跑全球。

企业科研攻关的发动机

产业技术研究院聚集科技、
资本和市场中最活跃的要素，为
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撑。

去年 7 月，由河钢集团和东北大学联
合共建、国内首家校企合作实体化运作的
钢铁技术研发平台——河钢东大产业技术
研究院成立了。研究院充分发挥河钢的产
业资本优势和东大的技术资源优势，共同
打造产学研用高效融合的全球钢铁技术研
发平台，加快推进钢铁产业升级。

研究院成立后，东北大学 100 余名教
师分别深入河钢邯钢、河钢承钢、河钢唐
钢、河钢舞钢等公司开展技术交流，对河钢
集团相关企业进行“起底式”诊断和“靶向
式”攻关，就相关合作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
深入对接，一期34个项目已全面启动。

“河钢东大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一研发
平台必将为河钢转型升级、成为世界级企
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必将真正聚集科
技、资本和市场中最活跃的要素，担当起引
领和促进行业技术创新的使命。”河钢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于勇表示，研究院是企业
全球技术研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河
钢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河钢东大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国栋
教授说，创新性的课题是在国民经济主战
场的实践中产生的，是由问题转化而来的，
这些问题应来源于企业的需要，机器 365

天运转的企业正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也是
应用型科研的用武之地。

接地气所以有底气。东北大学在对企
业“靶向式”科研攻关方面频频落子，努力
做钢铁企业寒冬中逆势发力的发动机，让
企业在困境中看到崛起的希望。

东北大学易红亮教授与本钢集团合作
成功开发了 1500MPa 超高强钢。以该钢
种试制的零部件，填补了本钢集团此类汽
车板产品的空白，使本钢成为国内极少数
能够生产国内最高级别汽车超高强钢的厂
家。“用强度 1500Mpa 钢可减薄厚度约
30%，车身可减重 30%，整车减重约 10%。
通过减重能够为每台汽车平均节约万元以
上油费，提升10%的动力性能，经济和社会
效益可观。”易红亮说。

南京钢厂计划国际招标引进一台全球
最先进的 5 米中厚板轧机，这是国家支持
大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重大项目。在轧机轧
后冷却系统的招标中，东北大学同西门子
—奥钢联、西马克等国际顶尖公司竞争，最
终凭借超强的实力一举中标，这一项目大
大推动了南钢的绿色转型。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黏合剂

通过搭建开放式的协同创新
平台，激励企业充分利用大学的
科技人才红利，共同开发关键共
性技术。

“较低的协同创新层次，既是大学科技
成果转化的障碍，又是企业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的桎梏。要将这种大学与企业之间的
知识差距转变为机遇，就必须通过搭建开
放式的协同创新平台，激励企业充分利用
大学的科技人才红利，共同开发关键共性
技术，让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做到零距
离。”谈到由东北大学牵头的钢铁共性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校长赵继颇具战略思维。

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复杂，核心技术自
主研发风险高、投入大；高校科研独立分
散；企业在共性技术上投入不足⋯⋯在钢

铁行业绿色化转型的新形势下，急需突破
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汇
聚行业各类创新要素。

2014 年，由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钢研集团、中科院金属所等单位和宝
钢、鞍钢、武钢、首钢等冶金院所和大型钢
铁企业共同组建的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通过了教育部、财政部的认定。中心
以“绿色制造、制造绿色”为钢铁行业绿色
化转型的发展战略，不断研发先进技术装
备，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实现绿色制造。

经过两年多的培育，中心汇聚了钢铁
冶金与钢铁材料方面国内90%以上的重点
学科，聚集了钢铁行业相关 80%以上的国
家级科研基地，汇聚了 70%以上的钢铁行
业高水平科研队伍。目前，中心已形成
500 人的研发团队；钢包底喷粉、高品质连
铸、热轧组织性能控制、短流程等 8 项工艺
和装备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海洋平台、舰船
用钢、汽车轻量化、高铁轮对用钢、第三代
核电主设备用钢等 10 余种国家重大工程
急需材料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创新平台的搭建，促成了创新成果的
涌流。2016 年 7 月，东北大学与河北敬业
集团在薄带铸轧生产线建设方面开展全方
位合作，为敬业集团提供自主研发的关键
技术，助推该企业生产高性能钢材。这项
国际领先的绿色钢铁连铸技术具有投资成
本低、改造费用少、产品周期短等一系列突
出的优点，特别适于生产批量不大、常规流
程生产不好或者生产不了的钢铁和有色金
属合金产品，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注入活力。

由于核能的特殊性，核电用钢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以其各项质量、技术
指标要求苛刻而著称。依托协同创新中心
的科研力量，东北大学与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研发的高强度薄钢板热处理线改造
项目，批量生产出系列S32101型核电站用
超宽幅双相不锈钢，实现了中国三代核电
关键设备用钢国产化的重大突破。

“只有坚持协同创新，使产学研用结
合，才能引领中国钢铁行业走出产品严重
同质化、企业间恶性竞争的困境。”赵继告
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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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如今，，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共享充电共享充电
宝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宝成为新的投资热点。。近日近日，，移动电源租移动电源租
赁企业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亿元赁企业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亿元
级别级别 AA轮融资轮融资；；充电宝租赁企业北京伊电充电宝租赁企业北京伊电
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Pre-APre-A 轮融资获得轮融资获得
共计千万元天使投资共计千万元天使投资；；来电科技完成来电科技完成 AA轮轮
融资融资，，““HiHi电电””也对外宣布公司已完成数千也对外宣布公司已完成数千
万元的天使轮融资万元的天使轮融资。。

目前目前，，共享充电宝有两种共享形式共享充电宝有两种共享形式，，
一是机柜式租赁机器一是机柜式租赁机器，，租赁机固定租赁机固定，，用户用户
可以带走实体充电宝可以带走实体充电宝。。例如例如““来电来电””就是就是
采用这种形式采用这种形式，，共享充电宝随身充电共享充电宝随身充电、、异异
地归还地归还；；二是实体充电宝二是实体充电宝，，主要是桌面固主要是桌面固
定充电宝定充电宝。。例如例如““HiHi 电电””推出的产品就是推出的产品就是
桌面型充电宝桌面型充电宝，，容量为容量为 2000020000mAh,mAh,定价定价
11 元元//小时小时，，无需押金无需押金，，也不需购买充电也不需购买充电
线线。。““小电小电””也采用这种形式也采用这种形式，，其终端是一其终端是一
台容量为台容量为1600016000mAhmAh的移动电源的移动电源，，通过从通过从
端口引出带有三个端头的充电线为手机端口引出带有三个端头的充电线为手机
等设备充电等设备充电。。这类充电宝不可移动这类充电宝不可移动，，主要主要
投放于餐厅投放于餐厅、、KTVKTV、、咖啡厅等地方咖啡厅等地方，，目前已目前已
经在杭州经在杭州、、上海上海、、南京等城市出现南京等城市出现。。

继共享单车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后共享汽车后，，共享电单共享电单
车也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车也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西游电单西游电单””日日
前获数千万元人民币投资前获数千万元人民币投资。。此种电单车此种电单车
电池续航电池续航100100公里公里，，更换周期为更换周期为33天天，，车速车速
介于电动车和自行车之间介于电动车和自行车之间，，并需要用户脚并需要用户脚
踏骑行踏骑行，，相比纯电单车续航时间更长相比纯电单车续航时间更长。。

共享电单车公司共享电单车公司77号电单车也在北京号电单车也在北京
部分地区投放了一批新的电单车开始运部分地区投放了一批新的电单车开始运
营营。。这些电单车的外观与自行车相似这些电单车的外观与自行车相似，，但但
在后轮与车座下方分别安装有电机和电在后轮与车座下方分别安装有电机和电
池池。。为了实现规范停车为了实现规范停车，，77 号电单车通过号电单车通过
电子围栏技术引导用户到指定停车点停电子围栏技术引导用户到指定停车点停
放放。。如果用户在停车点以外停车会加收如果用户在停车点以外停车会加收
非定点停车费用非定点停车费用，，实际停车位置与指定停实际停车位置与指定停
车点的位置小于车点的位置小于11公里公里，，收费收费1010元元，，超过超过11
公里则收费公里则收费100100元元。。

在广州在广州，，共享停车软件也开始出现共享停车软件也开始出现，，
如如““共享停车共享停车”“”“互助停车互助停车””等等。。有车位的有车位的
业主可将车位的空余时间出租业主可将车位的空余时间出租，，有临停需有临停需
求的车主可通过软件进入小区停车求的车主可通过软件进入小区停车。。

点评点评

如今如今，，共享模式日益为大众所接受共享模式日益为大众所接受。。
共享充电宝成为共享经济的又一个热门共享充电宝成为共享经济的又一个热门
领域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短短 1010 天内天内，，共享共享
充电宝公司获得融资金额近充电宝公司获得融资金额近33亿元亿元。。资本资本
的热捧甚至使一些人质疑的热捧甚至使一些人质疑，，共享充电宝是共享充电宝是
不少投资者不少投资者““没赶上风口没赶上风口，，生造一个风口生造一个风口
出来出来””。。

““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弱弱
化了物品的拥有权化了物品的拥有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方便方便，，但是对于所有共享型经济类型而但是对于所有共享型经济类型而
言言，，盈利模式单一是绕不过去的问题盈利模式单一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设设
备的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也制约其发展备的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也制约其发展，，商商
业模式仍有待完善业模式仍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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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将论文写在钢铁生产线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王钰慧

第三方评估作为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工具，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
今，第三方评估初步获得政府认可和社会
共识，与此同时，评估乏力、评估“走过场”、
评估报告“束之高阁”等一些问题也随之出
现。为此，我们应理性看待第三方评估的
发展与作用，循序渐进，逐步推动相关制度
的完善。

第三方评估一般是指对政府开展的公
共政策、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或成果等有公
共支出的行为进行评估，而不包括技术交
易、工程承包等市场行为中开展的评估。
近两年，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已有很多实
践，如国务院委托中科院评估“重大水利工
程及农村饮水安全”、国务院办公厅委托中

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评估2014年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等，这些实践对我国重大政策措
施的落实和改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国内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第三方评估还存
在一些争论，还需要认清几个问题。

首先，谁是第三方？
从行为主体看，第一方评估是指政策

执行方的自我评估，第二方评估是指政府
管理部门上级对下级的检查评估，第三方
评估与前两者相对，是指由与委托方（政
府）和被评估方无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
专业性评估机构开展的评估活动。

那么谁才是第三方专业性评估机构
呢？并非外部的就一定是第三方。国内学
者一般有三种观点，第一种将社会公众、公

民代表、专家等非正式组织或个人纳入“第
三方”范畴；第二种认为投资机构、立法机
构也属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第三种仅将一
些独立的、专门从事评估研究和工作的专
业机构纳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从国际经验
来看，第三方评估公司和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由于专业性与权威性受到人们的推崇。
我国的第三方评估公司和非营利性民间组
织由于成立时间短、实力较弱、影响力小、
数量少等原因，目前并没有得到社会和政
府的广泛认可。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我
国承担第三方评估工作的主力军仍是学术
机构、研究机构、协会、学会等。

其次，如何保证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第三方评估的灵魂，是评估

结论可信度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的独
立性包括评估主体（即“第三方”）的独立性
和评估程序的独立性两个方面。第三方评
估主体应具有精神独立、机构和人员独立
和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等“三个独立”的属
性。评估程序的独立性，一是在评估过程
中，为避免委托方及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克
服评估人员和专家的主观性，需采取相应
的制衡措施；二是建立相应的公开、竞争与
监督机制。

再次，何时用第三方评估？
传统的政府内部评估虽然有缺陷，但

也有其优势，如易于获取评估信息和数据、
便于与被评估方沟通与联系等，且已形成
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工作方法。从评估目的
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情况一定要用第三
方评估。一般来说，公共政策评估的目的
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评估主体。不管是
政府部门的内部评估还是外部的第三方评
估，能够为决策提供支撑，才是最终目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博士后，中关村兰德科教评价研究院
理论与方法研究所副所长）

理 性 看 待 第 三 方 评 估
程燕林

图①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团队

在实验室里攻克技术瓶颈。

图② 东北大学为揭阳钢铁集团研发的850毫米不锈钢精轧机组。

图③ 新一代TMCP技术在中厚板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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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一般是指对政府开展的公共政策、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或成果等有公共支出的

行为进行评估。第三方评估主体应具有精神独立、机构和人员独立和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等“三

个独立”的属性，评估程序也应建立相应的公开、竞争与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