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背景下，地方炼油行业改
革的紧迫性凸显，供需错位已经成为地
炼行业持续发展的突出障碍。以山东省
为例，全省地炼原油年一次加工能力约
1.3 亿 吨 左 右 ， 占 全 国 炼 油 行 业 的
17.5%。去年以来，地炼企业生产运行
平稳，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但地炼行业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品牌意识淡薄，
终端布局滞后，大部分地炼成品油只能
通过“中字头”等国有大型油品销售企
业进入终端市场，消费者对地炼燃油品
质认知度也停留在低端油层面上。

打造地炼节能低碳燃油品牌对企业
创新、发展、增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创建推广独特品牌燃油可以把握机遇，
弥补劣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
市场占有率，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同
时，销售使用节能低碳燃油，可以有效
降低机动车燃油消耗及减少细颗粒物和
氮氧化合物排放，对于治理雾霾、改善
环境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地炼行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
出，实施品牌战略需要从三方面努力。

第一，要加快产品创新技术的转化
应用，提高燃油品质。《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和《“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中
分别提及“提升燃油品质，降低机动车排放污染”“车用汽柴
油应加入符合要求的清净剂”，地炼行业应在国ⅴ汽、柴油中
增加以技术为核心的节能环保元素，生产节能低碳品牌汽、柴
油，改变消费者对地炼“散、小、乱、差”的刻板印象。

第二，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地炼企业应
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资源、统一品质、统一价格、统一形象

“五统一”原则，通过打造独特品牌燃油的营销策略，抢占高
端油品市场，扩大油品销售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借鉴发达地
区企业的先进经验，抱团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各自为政、松散
经营的模式。

第三，积极向下游渗透，打开销售网络。长期以来，地
方炼厂更多注重生产、批发，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终
端销售环节薄弱。成品油销售已成为制约地炼行业发展的主
要问题之一。地炼企业需要加快参与下游加油站经营，通过
合资、合作等方式，掌握终端，打通品牌燃油通向汽车油箱
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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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上，自主知识产权装备集中亮相——

技术创新推动核电工业扬帆出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李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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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在16个试点省市推进工业云平台建设——

工业领域开启“云”时代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许 菲

近3年来，我国工业云平台企业用户年均增长异常迅猛。工业云平台的发

展不仅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更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随着智能制造的

深入推进，工业云将在应用领域为行业和企业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在日前举办的工业云平台建设及
应用推广现场会上，工信部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表示，将推动16
个试点省市工业云平台功能完善、业务
创新和服务提升，通过试点示范引导更
多企业参与工业云平台建设和模式创
新，开启我国工业领域“云”时代。

据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
副司长安筱鹏介绍，2013 年以来，工信
部深入实施“工业云创新行动计划”，持
续探索工业云创新应用路径，工业云平
台建设正步入全面实施、快速迭代、自
我完善的新阶段。2016 年，为深化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工信部利用工
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工业云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能力和生产资
料的在线汇集、发布与交易，构建社会
化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目前已有上
海、北京等 10 多个省市开展了工业云
平台建设试点，部分省市给予专项资金
支持，鼓励区域工业云健康发展。

截至今年 1 月份，我国工业云平台
应用率已达 35.9%。据不完全统计，
2013年至2016年我国工业云平台企业
用户数分别超过 4 万、10 万、25 万、60
万，年均增长超过 146%。随着国家和
各省市工业云试点工作的推进，面向中
小企业工业云平台呈现出 3 类发展模
式，即以数码大方为代表的资源和服务
汇聚云平台；以航天云网、智能云科为

代表的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交易云平
台；以商飞为代表的产业链协同云平
台。数码大方、航天云网等工业云平台
助力企业降低研发成本50%，提高生产
效率40%以上。

“工业云的发展和传统的信息技术
应用是两条技术路线，给我们实现换道
超车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要
通过工业云的发展，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推动《中国制造
2025》落地，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谢少锋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表示，“互
联网+人工智能+”的时代正在到来。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和特征，世界各国

纷纷加速发展智慧制造产业和应用，中
国也是如此。智慧制造云实际上就是

“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制造”能力的
体系结构，可以形成行业云、企业云，以
及制造设备、互联产品。

“这样一个系统与过去搞的信息化
系统最大的不同是智慧，智慧体现在系
统的数字化。”李伯虎说，智慧制造云发
展需要重视创新体系建设，要实现“技
术、应用、产业”的协调发展。实践表
明，智慧制造云就是“互联网+人工智
能+”的模式和手段，智慧制造云还是拓
展中的模式手段，需要利用产业协同发
展，路线就是坚持创新驱动。

业内专家预计，2017 年工业云将
迎来更大的发展。安筱鹏表示，工信部
将在打造产业生态，强化技术产业支撑
方面提供政策支持。重点推动智能传
感器、分布式控制系统、数据采集与监
控系统等研发和产业化，实施工业技术
软件化工程，提升工业软件的集成应用
能力，夯实工业云平台基础技术。 本版编辑 于 泳

地方炼油业应注重品牌建设

李湘平

汉能牵手摩拜——

移动能源加速民用步伐
本报记者 王轶辰

5月2日，汉能控股集团旗下汉能移动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与
摩拜单车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将在移动能源领
域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包括共同组建联合实验室，研究移动能
源与能源互联网解决方案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移动能源更
贴近民用市场，也符合国家推动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政策，有望加
速移动能源的民用步伐。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将共同在移动能源技术应用
领域引领市场开拓，联合开发的产品、技术与解决方案，将优先
用于双方独立运营或合资运营的产品与市场。作为双方合作的
第一个落地项目，汉能将为摩拜单车量身打造独特的移动能源
解决方案。

目前，市场上每一辆摩拜单车均配备了带有卫星定位和移
动通信功能的“智能锁”，这一方面带来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安
全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移动用电需求。汉能提供的移动能源
解决方案，能够将薄膜太阳能组件集成到摩拜单车车身，通过阳
光照射为单车蓄电池充电，解决摩拜单车“智能锁”等各类用电
需求，提升摩拜单车能源生产、回收、共享的效率。

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表示：“摩拜与汉能的合作将
结合双方的优势，共同研发和升级移动能源技术，打造领先的发
电、储电、用电绿色闭环模式，并探索未来更有想象力的智能、绿
色城市短途出行解决方案。”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近两年，更靠近电力负荷中心的
分布式光伏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便于民用的移动能源也
逐渐受到市场的重视，被视为新能源利用推广的有效手段。

薄膜电池具有轻、薄、柔及弱光发电等独特优势，可广泛应
用于各类分布式发电及物联网、无人机、户外运动等新兴移动能
源市场。近年来，汉能通过全球技术整合与自主创新，拥有了全
球领先的薄膜太阳能装备生产技术研发及交付能力、薄膜太阳
能组件生产能力，从而使民用太阳能产品市场开发成为现实。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发布的《2016 全球新能源发展报
告》预测，到 2021 年全球移动能源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7.4 万亿
元，其中包括移动能源产品、智能路由产品、移动能源服务等多
个细分领域。

本报西安 5 月 3 日电 记者张毅、通讯员唐洁晨从国家电
网西北分部获悉：4 月份西北新能源月度发电量完成 102.01 亿
千瓦时，首次实现月度发电量突破百亿千瓦时，新能源最大发电
电力达到2674万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同时，新能源、风电和光
伏的单日发电量均在本月创出历史新高，分别为 4.58 亿千瓦
时、3.61亿千瓦时和1.44亿千瓦时。

今年以来，国网西北分部力争新能源“促消纳、保双升、争双
降”，加强实时消纳监控，提高新能源送出断面利用率，充分发挥
跨省短期交易及跨区现货交易。同时，还扎实开展新能源消纳
后评估工作，消纳工作成效显著，打造了西北电网新能源月度发
电量破百亿的里程碑。4 月份共计开展跨省短期交易 540 笔，
跨区现货202笔，共促进新能源消纳11.29亿千瓦时。

西北新能源月度发电量突破百亿千瓦时

“2012年至2016年，我国共有21
台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核发电量
年均增长 19.4%。截至 2017 年 3 月
份，我国大陆在建核电机组20台，装
机容量2311万千瓦，占世界在建核电
机组的三分之一。”4月27日，在中国
核能行业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上，中
国核能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张华祝说。

不仅如此，在随后举办的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上，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CAP1400
等先进技术纷纷展出，这些成果是我
国在核电领域坚持创新、勇于突破的
技术结晶，也预示着我国核电行业将
迎来新的发展春天。

坚持创新打造自主品牌

“‘华龙一号’是我国唯一具有完
整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是集中
国核工业 60 年的科研能力和 30 多年
核电研发、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经验
形成的自主创新成果。”中核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华龙一号”反应堆采
用中核集团“177 堆芯”设计，核燃料采
用中核集团开发的自主品牌产品，首
堆目标工程设备国产化率大于85%。

“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电品牌，得益于中核集团实
施的‘龙腾 2020’科技创新计划。”“华
龙一号”首堆工程设计经理宋代勇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该计划囊括了8个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和12个核心技术提
升项目，在核电研发领域编织了一张
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的科技创新之网。

据 了 解 ，“ 华 龙 一 号 ”全 球 首 堆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自
2015 年 5 月份开工以来，正按照 62 个
月的总工期计划推进工程设计、设备
制造、现场施工、项目管理等进程。预
计今年 5 月份，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将实
现穹顶吊装，这意味着中国第三代核
电首堆工程进展顺利，打破世界核电
机组建设中“首堆必拖”的魔咒。

与此同时，作为我国 16 个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之一的 CAP1400 核电技
术也于2016年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组
织的安全审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通
用反应堆安全审评。CAP1400是国家
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在引进、消化、吸收
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基础上，组
织国内近 200 家企业和科研单位、近 2
万名科研人员，历时9年完成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

“CAP1400 是中国从核电大国走
向核电强国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在
自主化和国产化方面，摆脱了中国核
电产业链受制于人的局面，为中国核
电搭建了崭新的平台。”国家能源局核
电司司长刘宝华说。

设计先进提高安全标准

科研能力的不断增强让我国核
电工业在提高系统稳定性、技术先
进性的同时，大大提升了生产作业
的安全性。

“华龙一号”堆型的安全性表现在
多个方面：反应堆厂房为双层安全壳
结构，能够抵御大型飞机撞击；抗震设
计基准提高到了 0.3g 地面水平峰值加
速度，相当于可以抵抗 9 级以上的地
震；首次明确提出的“能动+非能动”设
计理念，实现了多样化手段保障生产
安全；实体隔离的三个安全系列，能够
在一列安全系统维修时，保障至少一
列安全系统可以投入运行⋯⋯

“我们吸收福岛事故后的经验反
馈，不断优化设计理念，完善严重事故
应对措施，使得‘华龙一号’符合最新
国内、国际核安全法规标准要求。”中
核集团科技部主任钱天林说。

“CAP1400 不仅全面满足三代核
电技术要求，而且关键安全指标较传
统核电提高 100 倍，符合当前最高安
全标准。”国家核电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CAP1400 采用非动能安全系统，
即在电厂断电的状况下，反应堆可在
事故发生72小时内无须人工干预自动
保证安全。

此外，CAP1400 还建设了 22 个具
有世界顶尖水平的试验台架，充分验
证了工程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确保在
发生异常事件甚至是严重事故情况下
都不会对环境、社会、公众造成不可接
受的伤害。

技术出海擦亮中国名片

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高标准的
安全性，就如同中国核电这艘万吨巨
轮的螺旋桨、发动机，为中国核电产业
驶出国门、开向世界提供不竭动力。

“‘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
卡拉奇核电 2 号机组于 2015 年 8 月份
开工建设，2016 年卡拉奇核电 3 号机
组也已开工,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
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巍介
绍，“华龙一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成果颇丰，
除巴基斯坦外，目前已与英国、阿根
廷、埃及、巴西等近20个国家达成了合
作意向。

2017 年 1 月份，英国政府同意受
理“华龙一号”通用设计审查，并将以
防城港 3 号机组为参考电站，预计 5 年
完成。审查完成后，中国自主三代核
电技术在全球核电市场上的影响力将
大大增加。

刘巍表示，“华龙一号”的出口将
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每出口
一台核电机组，需要 8 万余台配套设
备，200 余家企业参与制造和建设，可
创造约 15 万个就业机会，考虑到天然
铀、核燃料、运维等全产业链的贡献，
单台机组全寿期可以创造出约 1000
亿元的直接获利。

与此同时，CAP1400 作为中国在
南非的主推机型，凭借其先进性、安全
性、经济性等优势以及具体的项目方
案获得了南非政府及专家团队的高度
评价。

六十年励精图治，三十载创新之
路。从“拼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中
国核电，将成为我国高铁之后又一张
亮丽名片，闪耀世界舞台。

在第十二届中

国国际核电工业展

览会上，观众正在

参观国家核电技术

有限公司展出的大

型 先 进 压 水 堆

CAP1400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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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以来，民众
对于核电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可谓
谈“核”色变。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
展不断催生持续增长的电量需求，传
统发电方式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
核电作为清洁高效的新能源，不仅是
减少大气污染的有效手段，更是国家
能源安全的战略保障。

发展核电产业，不能抱着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态度，应以先进的
技术消除安全隐忧，以科技之长缨缚
住核电这只“苍龙”，使其更好地服务
百姓生活。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核电始终

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首次采
用纵深防御的设计原则和“能动+
非能动”的设计理念，大大提高了
反应堆的抗震抗灾能力；由清华大
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技术拥有
与生俱来的安全性，能够从根本上
消除堆芯融化和放射性物质大量释
放的可能性。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今后全球核
电行业将迎来第二个黄金时期。在世
界核电发展的浪潮中，唯创新者进，唯
安全者胜，要让科学技术为我国核电
巨轮保驾护航。

产业发展需科技护航

□ 宋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