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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量迅速提升——

新能源产业追“风”逐“日”领跑全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2017年，我国光伏、风电

等新能源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装机量不断攀升的同时，

增长动能持续转换，产业化

技术水平逐渐提高，光伏发

电成本不断下降，弃风弃光

问题明显好转。我国正从新

能源大国向新能源强国快速

转型——

智 能 硬 件 创 新 步 伐 加 快
本报记者 黄 鑫

追“风”逐“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
发展速度早已让一众发达国家望尘莫
及。2017 年，我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装机量不断攀升的
同时，增长动能持续转换，产业化技术水
平逐渐提高，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弃
风弃光问题明显好转。专家表示，我国
新能源产业已经走出了单纯追求装机规
模的阶段，正从新能源大国向新能源强
国快速转型。

装机规模不断攀升

“2017 年，我国发电装机总量累计
达17.7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占比达到 38.1%，比 2012 年提高 9.6
个百分点，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透露，
201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约6.56亿千瓦，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增
量40%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在
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非化石
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值得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已成我
国新增电力主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
增长尤为突出。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2017年前三季度，光伏装机量大幅超预
期，新增光伏发电装机4300万千瓦，同
比增长65.4%。截至2017年9月底，全
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0 亿千瓦，其

中，光伏电站948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2562万千瓦。

风电方面，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
新增风电并网容量 970 万千瓦，到 9 月
底累计风电并网容量达到1.57亿千瓦，
累计容量同比增长13%；2017年前9个
月，全国风电发电量2128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6%；平均利用小时数 1386 小
时，同比增加135小时。

规模扩大的同时，新能源利用水平
不断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1.17万亿千瓦时，约占规模
以上全部发电量的25%，其中风电、光伏
发电、生物质能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26%、70%和25%。

此外，新能源产业发展质量不断进
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表
示，受益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光伏生产
设备在泛半导体领域国产化程度相对较
高，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光伏生产装备
国产化。同时，对发展光伏产业，国内政
策环境日渐完善，光伏应用获得创新。

在此带动下，新能源发电成本不断
下降。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风电和光
伏发电建设成本同比分别下降 20%和
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司长朱明透露，一类资源区风电价格
已从每千瓦时0.51元下降到0.47元，在
解决限电后局部地区已具备平价上网的
条件。

弃风弃光率同比下降

大规模消纳新能源是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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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一系列促进新
能源消纳的政策出台和支撑新能源大规
模友好并网的技术被攻克，新能源消纳
难题得到明显缓解。努尔·白克力表
示，预计2017年全国弃风率、弃光率同
比分别下降6.7和3.8个百分点。

“弃风弃光是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
及能源结构调整、能源优化布局、电力调
度运行、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建设，以
及绿色能源发展的落实等诸多方面。”朱
明表示，国家能源局将解决该问题作为
能源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会同相关地
区能源主管部门、电网企业采取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弃风弃光问题得到
了明显好转。

2017年以来，国家能源局不断优化
新能源开发建设布局，严格控制弃光严重
地区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尤其是在新
疆、甘肃等地区。同时，适当把发展的重
心转移到不弃光的中东部和南方地区。

为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实施全网统
一调度上，国家电网打破过去分省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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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施新能源在全网范围强制
消纳。将新能源外送优先提到跨区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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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动能不断形成

中国新能源产业之所以能够持续保
持快速增长，和不断形成的新动能密切相
关。近两年，当光伏集中式电站装机增长
趋缓时，分布式光伏异军突起，支撑了整
个光伏行业的快速增长；而当陆上集中式
风电建设装机增速下滑时，海上风电和分
散式风电则成为市场新的焦点。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副司长李创军表示，新能源开发正在从
资源集中地区向负荷集中地区推进，
2017 年前三季度新增风电装机中约一
半位于中东部和南方地区；新能源集中
与分散发展并举的格局正逐渐形成，新
增光伏发电装机中分布式光伏发电超过
三分之一。

“分布式光伏装机快速增长，是光伏
行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分布式光伏新增
装机有望突破10吉瓦。”国家能源局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处长邢翼腾说。
数据显示，2017 年前三季度，光伏电站
装机2770万千瓦，同比增加3%；分布式
光伏装机1530万千瓦，同比增长4倍。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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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的发
展重心都将集中于分布式。

风电方面，海上风电、分散式风电加
快发展。2017年9月，福建福清兴化湾
海上风电项目一期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
电。这意味着从福建海上风电基地开
始，中国海上风电进入集中连片规模开
发的快速发展新阶段。

三峡集团福建能投公司执行董事孙
强表示，我国拥有发展海上风电的天然
优势，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可利用
海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海上风能
资源丰富。根据中国气象局风能资源详
查初步成果，我国 5 米至 25 米水深线
以内近海区域、海平面以上50米高度
范围内，风电可装机容量约2 亿千瓦。
海上风电是我国发电行业的未来发展
方向。

2017年缺陷产品召回情况发布——

汽车召回数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
本报讯 记者郭静原从国家质检总局获悉：2017

年，国内各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共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251次，召回缺陷汽车2004.8万辆，在2016年突破1000
万辆的基础上，增加77%，连续第4年刷新年度召回数量
纪录。目前我国年度缺陷汽车召回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
全球第二位。

自2004年我国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以来，已累
计实施汽车召回 1548 次，召回缺陷汽车 5673.8 万辆。从
总体数量上看，我国几乎每4辆车当中就有1辆曾经实施
过召回。据了解，2017年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中，由气囊
和安全带总成问题造成的召回数量最多，占召回总数量的
53.1%；其后依次是发动机总成、转向系统总成、电气设备
总成、车身总成等问题。

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长严冯敏表示，2017年汽车产品
缺陷问题呈现多品牌、跨区域、集中化的趋势。在召回数量排
在前10名的召回活动中，有6次是在2017年实施的，并且部
分大规模召回活动是由同一问题引发。截至目前，因高田气
囊事件共有38家汽车企业实施召回126次，涉及车辆1951.6
万辆，是近年来召回数量最多的召回活动。其中仅2017年，
就有29家汽车企业召回36次，涉及车辆987万辆。

在重大缺陷调查工作和重点产品安全事件处置过程
中，质检总局对36家企业开展了12次行政约谈。特别是
在高田气囊全球召回事件中，质检总局对国内高田气囊相
关工厂及36家整车制造商开展缺陷调查，并集中约谈要求
企业履行召回义务。截至目前，质检总局开展缺陷调查工
作引发汽车召回58次，召回缺陷汽车1358万辆，占全部召
回数量的近70%。国内涉及高田气囊问题的全部制造商
均已宣布实施召回。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实施的251
次缺陷汽车召回活动当中，有58%是全球召回，相关生产者
确保了全球召回活动在中国市场同步发布及同期实施。

此外，我国2017年共实施缺陷消费品召回491次，召
回缺陷消费品2702.6万件，分别较2016年增加111.6%和
337.5%。2017 年消费品召回活动涉及电子电器、儿童用
品、文教体育用品等9个大类、142个小类以及363个品牌
的产品，基本覆盖了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2017年消费品召回总数量当中，有超过90%是在
质检部门缺陷调查工作的影响下实施的。同时，我们把缺
陷产品召回与产品质量提升活动结合起来，及时开展质量
技术服务。”严冯敏介绍说。在开展缺陷调查促使18家自
行车企业实施19次召回活动后，质检部门还组织自行车
行业相关企业、检测机构开展了质量技术服务活动，分析
总结缺陷产生原因及改进措施，推动自行车行业开展产品
质量提升行动，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在日前举办的首届“芯火杯”智能硬
件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上，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曲大伟表
示，智能硬件是具备信息采集、处理和连
接能力，并可实现智能感知、交互、大数
据服务等功能的新兴互联网终端产品，
已经成为推进我国“互联网+”创新创业
的新兴战场。

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联合
印发的《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
动（2016-2018年）》提出，到2018年，我
国智能硬件全球市场占有率将超过

30%，产业规模超过5000亿元。
在手机、电视等终端产品实现智能

化之后，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与个人
穿戴、交通出行、医疗健康、生产制造等
领域集成融合，催生智能硬件产业蓬勃
发展，带动模式创新和效率提升。与此
同时，我国智能硬件产业发展也存在关
键技术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创新支撑
体系不健全、产用互动不紧密、生态碎片
化等问题和风险。

近年来，工信部积极推进智能硬件
产业创新发展，提升高端共性技术与产

品的有效供给，满足社会生产、生活对智
能硬件的多元化需求，培育信息技术产
业增长新动能。据曲大伟介绍，此次“芯
火杯”大赛参赛项目涉及智能硬件产品、
智能硬件核心关键技术、重点领域的智
能化提升等智能硬件相关领域，旨在挖
掘优秀项目，培养创新人才，引导社会多
元投入，提升智能硬件产品有效供给。
同时，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
电路促进中心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公共
服务平台，线上与线下互补，芯片与硬件
并举，搭建智能硬件创新创业舞台，助力

“双创”促进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
智能服务机器人成为提升高端智能

硬件产品有效供给的重点方向之一。工
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
表示，将智能家庭服务机器人作为人工
智能应用的突破口，就是以需求为牵引，
用市场倒逼产业加速发展。

例如，不久前发布的 360 扫地机器
人可以自己绘制室内清扫地图，智能规
划任务。360智能家居总裁邓邱伟介绍
说，市面上80%的扫地机器人，尚无法建
立精确的室内地图，存在扫不干净、扫不
彻底、使用复杂三大问题。360 公司将
无人驾驶领域的激光雷达技术引入到扫
地机器人身上。这使得扫地机器人有了
一双“眼睛”，可以彻底告别“盲撞”时代。

谢少锋表示，未来重点将深化人工
智能技术在智能家居、健康管理、移动智
能终端和车载产品等智能硬件领域的应
用，推动信息消费升级。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华夏芯通用处理器有限公
司日前发布了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中国首款64位高端嵌
入式“长城”系列CPU/DSP统一处理器IP和“松江”芯G60
系列嵌入式人工智能专用处理器IP，以及基于上述全自主
IP的多核SoC芯片平台——北极星。

据悉，“松江”芯G60系列人工智能专用处理器是由华
夏芯上海研发中心团队设计完成，因松江乃上海之根，故特
命名为“松江”，以寓其根在上海之意。这也是上海本地研
发、设计和即将量产的首款人工智能芯片。

目前，国内市场的中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基本为国外企
业垄断，华夏芯公司此番发布的人工智能芯片可通过软件
定义不同功能，面向多个市场进行应用开发。芯片量产
后，能够应用于多个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如智能驾驶、智能
安防监控、计算机视觉、商用雷达探测等。此次发布会同时
发布了国内首款基于国产SoC芯片的“北极星”双目立体
视觉加雷达探测的智能驾驶方案。

近年来，上海松江区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
业，目前已聚集了8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在芯片产业
方面，松江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设计、制作、设备、应用等
在内的完整产业链，仅2016年，松江区芯片相关企业就实
现营业收入合计110.2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芯片设计
业增幅最大，增幅为17.3%。

“松江”芯G60系列人工智能芯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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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河北裕佳节
能玻璃有限
公司

邯郸市旭嘉
物资有限公
司

邯郸市梦海
经贸有限公
司

衡水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枣强县百隆
皮草有限公
司

贷款行

邯郸人民
支行

邯郸保障
支行

邯郸保障
支行

衡水铁路
支行

枣强支行

贷款本金余额

30,000,000

89,800,000

17,997,432.63

8,000,000

13,930,809.85

14,000,000

7,200,000

7,779,893.27

5,000,000

借款合同号

建邯人民路工流 1404
号

人民路支行工流 1501
号

保障支行商流1510号

保障支行商流1512号

保障支行商流 1425 号
（展期合同：保障支行
商流展1526号）

保障支行商流 1502 号
（展期合同：保障支行
商流展1527号）

建小企（2014）293 号、
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
协议
建小企（2014）294 号、
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
协议

建小企（2016）018号

担保人名称

邯郸市奥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市盛
德技术玻璃有限公司、王保安、王贵节、王银
超、彭雪
邯郸市奥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市盛
德技术玻璃有限公司、王保安、王贵节、王银
超、彭雪

河北大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传军、窦
素霞、刘涛、关文明、陈方方

张连锋、王风连、张华彬、胡晓薇、张华军、张
静

张连锋、王风连、张华彬、胡晓薇、张华军、张
静

安阳市贞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创隆工
程橡塑有限公司、李根旺、赵金盈、李光辉、
郑少洋、李政
安阳市贞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创隆工
程橡塑有限公司、李根旺、赵金盈、李光辉、
郑少洋、李政

宋华峰、吴焕荣、宋珊珊、徐飞飞、雷国柱、夏
淑影、枣强县广帅皮草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号

建邯人民路工流（抵）1404（2-1）、建邯人民路工流（抵）1404（2-2）、建
邯人民路工流（保）1404号（2-1）、建邯人民路工流（保）1404（2-2）

人民路支行工流（抵）1501（2-1）号、人民路支行工流（抵）1501（2-2）
号、人民路支行工流（保）1501（2-1）号、人民路支行工流（保）1501（2-
2）号
保障支行商流抵1409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10（2-1）号、保障支行商流
保1510（2-2）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10（2-3）号
保障支行商流抵1409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12（2-1）号、保障支行商流
保1512（2-2）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12（2-3）号
保障支行商流抵1425号、保障支行商流质1526-1号、保障支行商流质
1526-2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425（2-1）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425（2-2）
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425（2-3）号、保障支行商流展保1526（3-1）号、保
障支行商流展保1526（3-2）号、保障支行商流展保1526（3-3）号

保障支行商流抵1502号、保障支行商流质1526-1号、保障支行商流质
1526-2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02（3-1）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02（3-2）
号、保障支行商流保1502（3-3）号、保障支行商流展保1527（3-1）号、保
障支行商流展保1527（3-2）号、保障支行商流展保1527（3-3）号
建小企（2014）293 号 DY、建小企（2014）293 号 BZ、建小企（2014）293
号ZRR、建小企（2014）293号ZRR-1、建小企（2014）293号ZRR-2、建
小企（2014）293号ZRR-3
建小企（2014）294 号 DY、建小企（2014）294 号 DY-2、建小企（2014）
294号BZ、建小企（2014）294号ZRR、建小企（2014）294号ZRR-1、建
小企（2014）294号ZRR-2、建小企（2014）294号ZRR-3

建小企（2016）018号-Z1、建小企（2016）018号-Z2、建小企（2016）018
号-Z3、建小企（2016）018号-B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行（含辖内各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依据合同约定公告通知公告清单中逾期未到期
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 （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8年1月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