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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钢铁行
业实现利润 47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3%。钢铁行业效
益大增引发各方广泛关注。

2018 年是钢铁行业实现稳中向好发展的一年，突出
体现在市场环境明显改善、优势产能充分发挥、企业效益
明显改善等方面。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份至 12 月份，
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77105万吨、92826万
吨和11055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3%、6.6%和8.5%。

“2018年钢铁业基本达到产需平衡。”中钢协2018年
轮值会长于勇指出，钢铁生产持续增长，既有填补去除

“地条钢”后腾出市场空间的因素，也有国内市场需求增
长以及产能过快释放因素。

钢材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也提供了有力佐证。2018 年
前 10 个月，CSPI （中国钢材价格平均指数） 基本在 110
点至120点之间波动。

由于市场形势较好，行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2018
年 1 月份至 12 月份，中钢协会员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04%；盈利 2862.72 亿元，同比大
幅增长41.12%；资产负债率65.02%，同比下降2.63个百
分点。

钢铁行业盈利状况明显改善，主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2018年，钢铁行业超额完成3000万吨年度目标
任务，提前两年完成钢铁去产能“十三五”规划1.5亿吨
上限目标。

2018 年，我国对“地条钢”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
势，畅通举报渠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强
化负面警示作用，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以产能置换
为工作抓手，严禁新增钢铁产能。通过督查督办和现场核
查，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新增产能典型案例。

不过，违规新增产能的冲动仍然存在，环保短板、布
局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行业发展。中
钢协强调，2019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要从化
解过剩产能转向防范已化解产能复产，严防“地条钢”死
灰复燃，严禁新增产能等方面；主攻方向要从产能总量调
整转向现有产能结构优化、布局调整和兼并重组。

中钢协提出，要用3年至5年时间，将资产负债率降
到 60%以下，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多措并举去杠杆。业
内人士认为，如果不转变过去依靠规模扩张的思路，行业
仍有可能回到供大于求的老路上去，效益很难持久。

“钢铁行业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行业，应率先
实现高质量发展。”于勇指出，广大钢铁企业要结合自身
特点，研究自身转型升级战略和路径。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是我国钢铁行业实现由大到强转变
的关键一招。

提前两年完成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总量目标任务

我国建成全球最大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国内各发电企业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程。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煤

电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以上，占全部煤电机组75%以上，提前两年超额完成5.8亿千瓦总量改

造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2 月 12 日，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
悉，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我国煤电
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以
上，占全部煤电机组75%以上，提前超
额完成 5.8亿千瓦总量改造目标，加上
新建的超低排放煤电机组，我国超低排
放限值煤电机组已达 7.5 亿千瓦以上；
节能改造累计已完成 6.5亿千瓦，其中

“十三五”期间完成改造 3.5 亿千瓦，
提前超额完成“十三五”3.4 亿千瓦改
造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
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煤电超低排放和
节能改造总量目标任务提前两年完成。

煤电减排空间巨大

据了解，煤电在我国电力供应结构
中占比超过一半。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
节能改造，有利于提升清洁、高效、高
质量发展水平。

2014 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国内
各发电企业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
程。一方面，推行更为严格煤电能效环
保标准，提出全国有条件的新建燃煤发
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
气轮机组排放限值，具备条件的现役燃
煤机组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超低排放电价政
策，有效降低了企业改造和运行成本。

据介绍，2014 年以来，我国煤电
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年排放
量大幅下降，供电标煤耗也呈现明显下
降趋势。

据 中 国 电 力 企 业 联 合 会 统 计 ，
2012 年至 2017 年 5 年间，在全国煤电
装机增幅达 30%的情况下，电力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量下降幅度
达 86%、89%、85%。煤电机组供电标
煤耗从 325 克/千瓦时下降至 312 克/千
瓦时。据此测算，2017 年节约原煤约
8300万吨。

“我国煤电装机容量全球最大，现
在超低排放改造的基础容量已经超过 7
亿千瓦，这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国
电环境保护研究院院长朱法华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原来我国的烟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比发达国家要宽松，现在我国燃
煤电厂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
水平已经与燃气电厂接近，比发达国家

的排放要求严格50%以上。”

成本低于燃气发电

由于电力行业污染物排放集中、易
于管理、见效较快，便于通过电价等支
持政策疏导，在煤电行业率先开展超低
排放改造，大幅度降低大气污染物排
放，既可为治理大气污染作出贡献，也
能为其他燃煤行业今后实施超低排放改
造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有助于推动我
国煤炭应用走向清洁、高效、高质量。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为调动煤电企业改造积极性，国家
制定了电价、发电量、排污费等多项支
持政策。对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新建机
组和现役机组分别给予 0.5 分钱和 1 分
钱的电价补贴；适当增加超低排放机组
发电利用小时数，原则上奖励 200 小
时；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国家或地方规
定污染物排放限值 50%以上的，切实

落实减半征收排污费政策。
河南是推动超低排放改造较快的中

部省份，2017 年底已全部完成具备条
件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比国家要求提
前了1年。

河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镐俊
杰介绍，河南省新建的燃煤电厂超低排
放机组“环保监控系统”起到了关键作
用。该系统实时监测各发电机组污染物
排放数据，实时播报污染物超标的电厂
和机组，为减排调度提供了技术依据。

虽然超低排放改造将加大煤电企业
的经营成本，但改造后的发电成本仍然
显著低于燃气发电。

“超低排放改造的成本电价约为0.5
分/千瓦时至 2.5 分/千瓦时，国家对超
低排放的电价加价是0.5分/千瓦时至1
分/千瓦时，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后的发
电成本仍低于燃气发电。”电力规划设
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唐飞说，2017 年全
国气电平均上网电价为 0.665 元/千瓦

时；燃煤上网电价加价后仍不到 0.4
元/千 瓦 时 ， 比 气 电 上 网 电 价 低 1/3
以上。

推广应用先进技术

“目前来看，常规煤电机组的节
能、超低排放改造技术已非常成熟，但
西南地区高硫无烟煤机组实现超低排放
仍存在一定困难，有待继续开展技术研
发。”唐飞说，由于近年来整体负荷率
偏低、参与电网调峰等因素，煤电的能
效水平和烟气治理系统稳定性均受到了
影响。

虽然我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已经取
得巨大突破，但仍有深入推进空间。对
此，国家能源局电力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提高煤电机组能效水平，降
低大气污染物排放，督促各地和企业落
实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逐年目标任
务，加大力度，确保西部地区按期完成
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目标任务。

事实上，从当前全国各类污染源排
放总量来看，煤电机组烟尘 （颗粒
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占
全 国 排 放 总 量 的 3.3% 、 13.7% 和
9.1%，我国煤电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
得到有效控制，煤电已不是造成环境污
染的最主要因素。未来煤炭清洁发展的
主战场还应放在其他用煤领域。

目前，大量煤炭用于农业生产用煤、
商业及公共机构用煤和工业小窑炉的散
煤消费，另有大量煤炭用于工业锅炉和
原料用煤。与燃煤电厂相比，每吨散煤
燃烧排放的污染物总量相当于电厂的数
倍乃至数十倍、上百倍。目前，我国电煤
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53.9%。相
比世界平均水平（62.7%）和发达国家水
平（美国91%、欧盟76.2%），中国的电煤
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煤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的经验和
成效已经开始推动钢铁等其他行业减排
升级。”国家能源局电力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提高煤电先进超低
排放、节能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应用力
度，提升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和经济
性，进一步减少电厂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推动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先进技术
推广应用到其他燃煤行业。

青岛灵山湾已成为国内电影工业制作基地——

更多《流浪地球》将在这里诞生
本报记者 刘 成

最近，国产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
赢得 2019 年春节档电影市场、口碑双
赢开局。截至 2 月 10 日，《流浪地球》
累计票房超过 20 亿元，《疯狂的外星
人》达到14.5亿元。据了解，两部热门
影片都在青岛东方影都置景拍摄。这说
明，电影制作基地将成为中国电影工业
升级换代的重要载体。

近日，记者赴电影拍摄地——青岛
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东方影都影视产
业园采访。该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流浪地球》 是 2017年在东方影都
开机拍摄的，使用了影视产业园 8座摄
影棚，置景车间加工制作了 1万多件道
具，置景延展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相
当于 14 个足球场，包括运载车、地下
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

电影开篇的长镜头是在 20 号摄影
棚中完成拍摄的。影棚中的地下城看点
十足，场景非常逼真，电影中大量雪景
也在此拍摄。作为电影核心视觉元素的
行星发动机则在12号摄影棚拍摄。

《流浪地球》制片人王鸿介绍，“在
影视产业园 2 号摄影棚搭建太空舱前，
国内置景师很少，从来没有搭建过太空
舱这个场景，美术组要独立完成大型太
空舱的设计搭建”。电影中精致的太空
舱最终历时近两个月才完成制作。

作为新崛起的影视产业基地，位于
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东方影都

定位一直非常清晰：电影工业化生产、
全产业链配套。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影
视基地都是以“外景地+影视旅游”模
式为主，明确以工业电影基地定位的基
地非常稀缺，青岛东方影都是目前国内
规划超前、标准较高的电影制作基地。
在中国电影工业快速崛起的大趋势下，
这种差异化优势格外明显。随着《流浪
地球》《疯狂的外星人》 热映，迎来黎
明的不仅是中国电影工业，也包括引领
国内电影升级换代的影视制作基地。

除了正在热映的 《流浪地球》《疯
狂的外星人》 外，《环太平洋 2》《一出
好戏》等大制作影片也从这里走上了国
内外大银幕；《特警队》《刺杀小说家》
等剧组已经杀青，华语电影史上投资规
模较大的《封神三部曲》也正在这里紧
张拍摄制作中；2019 年，《太空 2049》

《天星术》《神雕》等影片还将在影视产
业园拍摄，这里将成为中国影视新力量
的重要基地。未来这里将诞生更多优秀
的电影。

据介绍，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拥
有一流影视硬件设施、一体化影视服务
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优惠政策。不仅能
满足国际大片的各种制作需求，也是影
视从业者的天堂。

这里还设立了灵山湾影视局和影视
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保障。
灵山湾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面启动
实施，此外，青岛市优秀影视作品制作
成本补贴政策已向《长城》剧组发放了
首笔 1600 万元补贴资金，累计吸引入
驻影视企业突破200家。

目前，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
建成 40 个世界顶级摄影棚，拥有世界
最大的 1万平方米摄影棚，世界唯一的
室内外合一水下影棚。清华青岛艺术与
科学创新研究院、影人公寓等项目开工
建设，创智产业园正建设影视后期制作
基地，藏马山影视外景地将于今年建成
启用，形成“东有灵山湾、西有藏马
山”双城联动影视大格局。

这里不仅是一个现代的影视制作基
地，更是一个影视交流展示的集聚地，
拥有电影博物馆、大剧院、酒店群、酒

吧街等设施，先后成功举办了金凤凰奖
颁奖典礼、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等
活动。2018年6月份，这里成功举办了
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获得国内外
嘉宾广泛赞誉。青岛籍明星回家过大年
和青岛电视台春节晚会让这里的春节星
光熠熠。青岛东方影都全国群演大赛暨

《群演公社》 项目、中国 （青岛） 影博
会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上合
组织国家电影节成果，将这里打造成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制作、交易和展示
平台。

日前，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以 84 万份漏洞监测报告
为蓝本，发布了 《2018 年度安卓系统安全性生态环境研
究》。 报 告 显 示 ， 截 至 2019 年 1 月 份 ， 所 测 设 备 中
99.99%的安卓手机存在安全漏洞，仅有 0.01%的设备完
全没有检测出漏洞。

从此次系统安全分析结果显示来看，93%的安卓设备
受到中危级别漏洞的危害，99.9%的安卓设备存在高危漏
洞，60.5%的安卓设备受到严重级别的漏洞影响，安卓系
统威胁日趋严重。

在监测漏洞威胁之外，报告还将系统漏洞分为远程攻
击、权限提升、信息泄露三个类别。报告分析指出，
99.8%的设备存在远程攻击漏洞，89.7%的设备存在权限
提升漏洞，95.6%的设备存在信息泄露漏洞。也就是说，
远程攻击、权限提升、信息泄露是最常被黑客利用、进而
攻击用户手机的方式。

报告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用户所使用的手机平
均漏洞数量越少，手机安全性相对越高。女性手机平均漏
洞个数多于男性，并且漏洞数量不断攀升，较上季度增加
12.7%。

从报告中还可看出，安卓系统从 4.4 到 9.0，各个版
本均有分布，尤其是安卓 4.4 作为老旧版本，仍有高达
10%占比。由此可见，安卓系统版本的碎片化问题日益突
出，版本更新的及时性亟待解决。

虽然系统版本呈现碎片化，但只要厂商遵循谷歌公司
建议定期正确打入补丁，手机中显示的安全补丁级别越
高，手机就相对越安全。

从报告中抽样调查的五家手机厂商来看，均有保持与
谷歌安全补丁同步的更新频率。不过，仅有不足五成的用
户会及时更新系统。与安卓官方最新更新情况相比，用户
手机系统更新平均滞后约 10.9 个月，用户对于手机系统
的安全防护意识仍有待提高。

为了让消费者了解手机的安全性，360打造了针对安
卓平台的手机漏洞检测工具“360 透视镜”，并免费向社
会公开，降低了用户了解自己手机安全状况的门槛。

84万份监测报告显示

安卓手机存在安全漏洞
本报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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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景。 刘志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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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近四成

钢铁业仍需警惕产能反弹
本报记者 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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