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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高校转型，不应将应用和研究完全割裂
“普通高等学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本
质上是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是对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满足外界对教育需求变化的响
应。”近日，在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与爱尔
兰都柏林理工大学主办的“中国—爱尔兰
应用技术型教育创新发展高层对话会”上，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秦昌威介绍，全
国已有近 30 个省份，200 多所高校开展转
型试点。“十三五”期间，国家仍将进一
步推动分类管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
政策环境的建设，支持应用型高校和转型
高校的发展。现阶段，高校转型的重要性
已无需赘述，关键在如何更好地落实。
去年 10 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联合发布《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
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转
型的发展方向。在秦昌威看来，这绝不是
要求所有高校向一个方向转型，办成一种
模式。“转型的主体是学校，需要依靠学
校内生动力和活力，探索适合自己的新模
式。”秦昌威说，首先，高校要改变独坐
象牙塔、关门办学的理念，树立满足国家、
社会、人民需求的目标，确立应用型高等
教育的类型定位和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的
职责使命。其次，高校要建立以校企合作
治理为特点的内部治理结构，使行业、企
业全方面深度参与治学，建立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专业治理体系，并研究、落实以
先进技术为主的实验、实训、实习制度。
在秦昌威看来，高校转型还涉及到学校教
学及师资结构的改变。其中，教学内容要
紧密跟踪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的

发展，要更加贴近社会需求；教学方式要
由仅靠课堂灌输走向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建设则要更多吸纳有产业经验的人才，培
养更多双师型教师。
对此，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永安
表示赞同，“转型转到深处是课程，转到
难处是教师”。
曹永安提醒，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大
学转型不单纯是名字的改变，也不单纯是
增加实践内容，而应从课程上做深入改革，
将产业和教育真正融合，将“应用技术”
融合在教学的每个过程中。同时，应用培
养和学科建设不应割裂开来，“没有学科
课程支撑，应用是空话；没有应用推动，
学科建设落后。”
秦昌威表示，转型是一项全面、系统
的改革，除了高校自身的改革，还需要社
会、政府、企业等共同推动。从政府层面
讲，要制定分类管理的治理体系——分类
设置、分类拨款、分类评估，落实并扩大
高校自主权。进一步推进招生考试制度的
改革，完善校企合作制度环境建设，为转
型创造条件。同时，转型还涉及整个社会
环境的建设，要形成社会、产业、企业对
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有效需求。秦昌威介绍，
金融等服务行业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数量
占比很高，而窄口径的制造业，大学学历
水平人才不足 10%。“为此，我们需要提高
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待遇，形成有效的
社会需求。”
信息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
016-03/30/c_128845766.htm

专业论坛
国家能源局：我国燃气轮机向高效燃机技术创新方向发展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了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
，并同时发布《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
行动路线图》
。其中关于燃气轮机路线如下：
(一)战略方向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1.先进材料与制造。重点在高性能复合
材料、高温耐热合金材料涂层、大尺寸高温
合金(单晶、定向结晶)铸造、复杂结构高温
合金无余量精密铸造、高精度与高质量 3D
打印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开展研发与攻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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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气轮机机组设计。重点在微型燃气
轮机领域的高效径流式叶轮及系统一体化
设计、中小型燃气轮机领域的高效多级轴流
压气机设计、重型燃气轮机领域的先进气动
布局与通流设计等方面开展研发与攻关。
3.高效清洁燃烧。重点在低污染燃烧
室、分级燃烧燃烧室、回流燃烧室、贫预混
与预蒸发燃烧室和可变几何燃烧室，以及低
热值燃料稳燃与多燃料适应性、富氢与氢燃
料燃烧等方面开展研发与攻关。
(二)创新目标
1.2020 年目标。突破热端部件设计制
造技术，具备高性能复合材料大规模制备技
术；建成微型、小型和中型燃气轮机整机试
验平台、重型燃气轮机整机发电试验电站；
实现 1MW 以下级微小型燃气轮机及分布式
供 能 系 统 、 1-10MW 级 小 型 燃 气 轮 机 和
10-50MW 级工业驱动用中型燃气轮机的产业
化；完成 F 级 70MW 等级整机研制和 30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设计。
2.2030 年目标。热端部件材料和制造
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和实现完全自主化，高性
能复合材料实现低成本和大规模应用；形成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有国际竞争力的
微小型燃气轮机系列化产品；实现 F 级
70MW、30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商业化应
用；完成 H 级 40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自
主研制。
3.2050 年展望。突破新原理燃气轮机
及循环系统，实现微小型燃气轮机与风光储
多能互补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大规模应用，H
级及以上级重型燃气轮机与整体煤气化循
环动力系统实现商业化应用。
(三)创新行动
1.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制造。开展高温合
金涡轮铸造叶片模具技术、叶片铸造成形技
术、大型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精铸件晶体取向
以及组织控制技术和尺寸形状精度控制技
术、叶片服役损伤的检测体系和评估技术及
损伤修复技术，以及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焊
接、特种加工和涂层技术研究，掌握高温合
金涡轮叶片制造核心关键技术，形成自主研
发能力。
2.燃气轮机装备智能制造。开展燃气轮

机关联设计与多学科优化设计技术、燃气轮
机快速工艺设计与仿真优化设计、部件及整
体虚拟装配技术、燃气轮机在线(位)检测与
制造过程智能管控技术、高精度 3D 金属/
合金打印技术、燃气轮机全寿命期的大数据
与智能决策技术，以及高效、高精度、高柔
性和高集成度的燃气轮机智能生产线技术
研究，掌握燃气轮机研制、生产和服务所涉
及的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3.先进径流式、回热循环微型燃气轮
机。开展整体插拔式单筒燃烧室和回流燃烧
室高效低污染设计技术、离心压气机和向心
涡轮设计加工与试验验证、高效回热器设计
与验证、燃气轮机与高速电机一体化设计和
气浮轴承与磁悬浮轴承技术研究，掌握 1MW
及以下功率等级分布式供能燃气轮机技术；
建设示范工程，形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并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4.先进轴流式简单循环小型燃气轮机。
开展高效轴流式动力涡轮设计、伴生气和煤
制气等低热值燃料燃烧室研制，掌握 1-10MW
功率等级简单循环小型燃气轮机技术；建设
示范工程，实现分布式供能用轴流式小型燃
气轮机的产品化与型谱化。
5.压裂车(船)用燃气轮机。研制满足页
岩油气开发需求且性能达到国际目前先进
水平的压裂车(船)用燃气轮机装置，研究压
裂车(船)用燃气轮机装置集成总体设计及
优化技术、高功率密度和轻量化燃气轮机装
置系统集成设计技术；完成样机制造，建设
示范工程。
6.F 级 70MW 重型燃气轮机。开展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整机设计制
造与系统集成、全尺寸燃烧室的全温全压性
能试验、透平叶片冷却试验，以及整机空负
荷试车试验与带负荷发电试验，掌握 F 级
7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技术；建立示
范工程。
7.F 级 30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研制
F 级 30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整机装备，
开展整机设计、关键部件试验及工业考核，
以及整机制造与系统集成，整机空负荷试验
及带负荷发电试验验证，实现装备从部分国
产化制造到自主设计、制造及保障；建设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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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程。
8.高参数燃氢燃气轮机。开展燃氢燃气
轮机稳燃技术、
燃氢燃气轮机高效低 NOx 燃
烧室设计技术、有效防止氢脆和提高机组寿
命的新型合金材料，以及燃氢燃气轮机高温
涡轮叶片冷却技术研究。
9.燃气轮机试验平台建设。建设燃气轮
机试验与示范平台、高性能微型和小型燃气

2016 年第 2 期

轮机整机验证平台、30MW 等级天然气管线
燃气轮机增压试验站示范平台，以及 70MW、
300MW 等级重型燃气轮机示范电站，满足各
功率档燃气轮机试验与示范需要。
信息来源：国际燃气网
http://gas.in-en.com/html/gas-2428111
.shtml

信息集萃
国内首台热电联产高参数背压机组--华能南京化工园热电联产项目投运
国内首台热电联产高参数背压机组—
—华能南京化工园热电联产项目一号机组
正式建成投运。今后，入驻南京化工园玉带
片区的企业将不用一个个自建锅炉，而由热
电联产项目统一提供清洁高效的蒸汽。
据悉，该项目还采用处理回用模式，实

现了工业废水零排放。其中，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后回用于脱硫系统；生活污水经处理后
回用于厂区绿化；反渗透浓水排水回用于除
渣系统、脱硫系统、煤场喷洒等，保护区域
生态环境。
信息来源：南京日报
http://njrb.njdaily.cn/njrb/html/2016
-04/09/content_190067.htm

国家电投成功研制核电特种钢材 此前严重依赖进口
近日，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央研究院
牵头实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超
宽幅双相不锈钢 S32101 板材”研制取得成
功，并通过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技术规范鉴
定，将结束我国核电用钢严重依赖进口的局
面，推动核电装备制造产业升级。
据了解，目前 AP1000 非能动先进三代
核电站采用工厂化预制、模块化施工的理
念，大量运用了模块化建造，这些模块主要
结构为钢结构，目前尚无法实现 2.8 米以上
大尺寸双相不锈钢钢板的国产化生产。国家
电投中央研究院联合技术专家与国内厂家，

经过联合攻关，采用新特种工艺，成功轧制
出了宽 3.5 米、长 15 米、厚 14 毫米的超宽
幅 S32101 双相不锈钢板材，在保障表面质
量、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的同时，也实现了
耐高温方面的突破。
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专家介绍，该产品
的研制成功将有效降低双相不锈钢采购成
本，大幅减少焊缝，在降低核电站建设成本
和设备维护成本的同时，可缩短核电站工厂
化预制周期，大大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
信息来源：中电新闻网
http://news.youth.cn/js/201604/t20160

解密 9H 工程的设计密码：亚洲首台 9H 燃气轮机中的战斗机！
4 月初，巴基斯坦必凯 H 级燃气-蒸汽
联合循环电站进入土建施工高峰期，施工图
设计工作已经完成 20%，巴基斯坦百路凯 H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站设计、建设工作
也在同步进行中。
这两个工程，在亚洲范围内首次采用
GE 公司 9HA.01 型燃机。此前，在世界范围
内，仅有德国、法国有 H 级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那么什么是 9H，这两座电站由谁设计?
又有哪些特点呢?
1 什么是 9H
H 级燃气轮机是目前世界上初温最高、
功率最高以及效率最高的燃气轮机。9HA.01
型燃机是目前最先进的代表机型之一，燃气
轮机单循环功率达到 400MW 左右，与余热锅
炉、蒸汽轮机组成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整体效率将超过 60%，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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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机组和其他型号的联合循环机组。
巴基斯坦必凯和百路凯工程采用
9HA.01 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2+2+1”
配置，
总装机容量分别为 1180MW 和 1223MW，
全厂热效率超过 61%，是亚洲地区最先建设
的 H 级联合循环电站，由中国能建中电工程
东北院设计。
巴基斯坦必凯项目工期十分紧迫，按照
计划，该工程将于 2017 年 2 月实现单循环
发电。从合同签订到实现单循环发电，项目
工期仅有 17 个月。
3 设计上有什么特点
中电工程东北院巴基斯坦必凯工程项
目经理助理介绍说：
“9H 燃机电站是全新研
发的新型燃气轮机，设计输入、范围、接口
与以往的 B 级、E 级或 F 级燃机均有很大差
别，以往工程的资料和经验无法借鉴，设计
院、设备制造厂家某种程度上是‘摸着石头
过河’，协同攻坚。项目全部采用美国设计
标准，包括了各个专业以及材料、设备选型、
系统设计等，相应地增加了设计工作难度。”
中电工程东北院不仅承担完成了燃气
轮机和模块布置、燃气轮机与模块以及模块
和模块之间的系统连接工作，还独立完成了
全部内容的燃气轮机基础动力分析。特别是
燃机厂房内的设计工作，由中电工程东北院
和 GE 公司相互配合同时开展。为了提高设
计效率、减少联络配合时间，尽量避免设计
内容的相互影响，中电工程东北院开创性地
实现与燃机厂家 GE 公司、汽机厂家阿尔斯

通公司在统一的 PDMS 设计平台上协同开展
三维设计，并定期交换模型，实现了全方位
的数据交互。
与国内通常的设计相比，在满足机组运
行振动不超出燃气轮机厂家要求的情况下，
可以大幅度减少燃气轮机基础的体积，实现
较少钢筋混凝土的消耗，并大大节省燃气轮
机基础施工周期。
主厂房结构布置作出了独特的创新设
计，主体钢结构通过屋面桁架、纵向框架、
两固定端框架形成稳定的空间构架体系，充
分满足了设备运行需要。
4 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在我国
的发展历程
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陆续建设大
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先后经历了
2000 年开始的 E 级机组建设以及后来的 F
级机组建设两个高峰。
目前，我国燃机建设进入到以分布式能
源和即将到来的更高效 H 级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机组为主的阶段。
作为国内最先开展 9H 联合循环电站设
计和唯一开始施工图设计的电力设计院，中
电工程东北院不仅在国内位于这一技术领
域的制高点和最前沿，也在国际 9H 燃机电
站设计领域形成领先技术优势。目前正积极
开展国内首台 H 级燃机电站的前期工作。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413/
724573.shtml

ABB 向中国两条特高压提供换流变压器 创造电力传输新纪录
近日，ABB 赢得订单，将向中国的两条
±800 千伏 10000 兆瓦的长距离特高压直流
线路提供换流变压器。这两条线路创造了
800 千伏电压等级上电力传输容量新纪录。
ABB 所参与的两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分
别是全长 1609 公里的锡盟——泰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和全长 1231 公里的上
海庙——山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
两条线路均将通过狭窄的输电走廊。最新的
先进技术如 509 兆伏安换流变压器帮助该
两条特高压直流线路的电力传输容量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两条特高压直流线路隶属于国家“蒙
电外送”工程的一部分，旨在将中国内蒙古
自治区本地产出的电力运送至电力紧缺的
省份，以替代长途运输燃煤到各地发电。工
程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5 亿吨，减排烟尘 14 万吨，并减少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
“这两条能够传输 10000 兆瓦的±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是 ABB‘新阶段’战略
的绝佳实践，我们致力于利用创新的解决方
案支持新能源并网和高效的大规模电力传
输，”ABB 电网业务部总裁方秦表示：“AB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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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高压直流技术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
国家得以低损耗、远距离传输不断增加的电
量，同时不牺牲电网的可靠性。
”
中国的主要电力负载中心集中在东部，
而能源资源则位于西部和西北部。广袤的国
土和近十年来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促使中

国增加其特高压线路的输电容量，以传输能
源产地附近高效的新型火电厂所生产的电
力，减少城市附近的污染。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420/
726276.shtml

辽宁省印发《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计划》
根据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护厅组织制定了全省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
源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
造工作计划，要求要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并
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发
于每季度前 5 个工作日内上报上季度工作
〔2015〕164 号)有关要求，辽宁省环境保
进度情况。
辽宁省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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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413/724555-3.shtml

热点关注
国务院印发《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2016 年行动计划》：整治落后产能 实施
节能环保改造
为贯彻落实《质量发展纲要 (2011—
2020 年)》和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明确
2016 年工作重点，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加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建设质量强国，制定本
行动计划。
一、增强质量和品牌提升的动力
(一)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以空气净
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智能手机、玩
具、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厨具、家具等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消费品为重点，开展改善消费
品供给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
工程，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突出抓好
输非商品、输中东商品、跨境电商产品质量
提升。实施出口食品竞争力提升工程。在重
点领域开展服务业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依托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推进新药研发质量
与品牌提升。开展提升医疗质量专项工作。

开展售后服务质量对比提升活动，发布京津
冀地区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报告。结合物
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全面提升物流
服务水平。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服务质
量，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开展车
用汽柴油产品质量提升行动。开展含挥发性
有机物涂料质量标准提升行动。(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
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银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大力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和质量
素养。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
培养高级技能人才。实施企业管理人才素质
提升工程，为中小企业培养专门人才。组织
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
。
鼓励引导企业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
动。开展质量素养提升行动，塑造精益求精、
追求质量的工匠精神。推进旅游人才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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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高旅游从业人员服务质量。(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质
检总局、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积极推动质量技术创新。围绕汽
车、高档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装备、大型成
套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质量攻关，攻
克一批影响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质量技术。
建立工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库，加大对制造
业企业质量技术改造的支持、引导力度。在
重点工业领域，推广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
证以及可制造性设计等先进质量工程技术。
广泛开展质量改进、质量攻关等多种形式的
群众性创新活动，推动质量技术万众创新。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国资委、质检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鼓励采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先进
标准。支持开展质量现场诊断、质量标杆经
验交流、质量管理小组、质量信得过班组等
活动，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在各类组织
中，推广应用中国质量奖获奖者的质量管理
方法和模式。推行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
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建立标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出台实施指南。推动团体标准试点
工作，激发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参与先进标
准制定的积极性。制定海洋观测装备、海洋
能发电装置质量管理办法及管理程序。(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海
洋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大力推动品牌建设。制定质量品牌
“十三五”规划。完善品牌国家标准体系，
指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主导制定品牌评价
的国际标准，推动中国品牌走出去。继续做
好工业企业品牌培育、产业集群品牌培育试
点示范工作。做大做强中国环境标志。支持
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打造一批安全优质农产品品牌和食品品牌。
打造一批检验检测认证知名品牌。推进农
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品牌培育能力建设。
实施出口食品竞争力提升工程。对品牌建设
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中央企业授予“品牌建
设特别奖”。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品牌建设工
作专题研讨交流。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
提高商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国资

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优化质量和品牌提升的环境
(六)加强质量整治淘汰落后产能和化
解过剩产能。在煤炭、钢铁、电解铝、石油
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严格执行生产许
可及其他行业准入制度，按标准淘汰落后产
能和化解过剩产能。依法严厉打击质量违法
和侵权盗版行为，推进知识产权执法维权
“护航”专项行动、
“质检利剑”行动、
“2016
红盾网剑专项行动”、农资打假“绿剑护农”
行动、“红盾护农”行动、
“红盾质量维权”
行动、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
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推进工业产品
绿色设计。坚持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与
日常执法监管相结合，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执法及成品油市场监管，严打重罚非法添
加、制假售假、私屠滥宰等违法犯罪行为。
开展医疗器械专项整治活动。深化食品药品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打行业潜规则。开展
涉假重点区域和农村地区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强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严厉打击跨国、
跨境制假售假犯罪。推广高效锅炉，实施锅
炉节能环保改造，整治落后燃煤小锅炉。推
进政府绿色采购和绿色印刷。(发改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环境保护部、农业
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强重点领域质量安全监管。突出
对重点行业、领域中央企业的质量安全监
督，坚决防范和遏制质量安全事故。建立商
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快推进重要产品
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
风险控制。推进学校食堂及饮用水设施建
设，加大学校食品安全督查力度。严查日用
品领域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深入开展工程质
量治理两年行动。在重点领域宣传推行设备
监理制度。组织开展节水产品及农村饮用水
安全产品抽查。组织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建设
重点项目质量安全综合督查和隧道工程安
全专项督查。开展交通运输重点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加强对重点食品、重点区域、重点
问题和大型食品企业的监管，切实抓好食品
安全日常监管、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工作，
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全面规范生产经营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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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督促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加强游览安全管
理，防范事故发生。组织开展林产品质量监
测工作。开展库存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工作。
开展口岸传染病风险评估，提升口岸公共卫
生风险管理水平。继续加强禽流感传染病防
控工作。开展进口食品“清源”行动。开展
电梯安全攻坚，进一步提升电梯安全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资委、工商总
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
旅游局、粮食局、铁路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加快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建设完善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快归集、整合包
括产品质量、知识产权、水利工程、公路水
运、涉旅企业、进出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等
在内的信用信息，实施信息信用共享交换。
优化“信用中国”网站，推动信用信息“一
站式”查询。开展国家产品质量信用信息数
据采集工作，实施省级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
建设试点。建设知识产权系统社会信用体
系。建立水利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开展 2016
年度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开展“东
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计划”项目质量调查
评价。建成并运行“农安信用”频道，推进
主要农资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开展种子、水
产行业信用评价。开展全国公路水运建设市
场主体信用评价，治理工程设计变更违规行
为和围标串标问题。推进“商务诚信建设重
点推进行动计划”。建立涉旅企业不诚信行
为记录机制，公布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记
录。建设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质量信用体
系试点，完善追溯信息共享。出台《电子商
务企业信用信息共享规范》
，编写《中国电
子商务信用报告》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
务部、人民银行、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
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加快构建质量和品牌社会共治机
制。组织开展 2016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
推动全社会着力提升质量、培育品牌。强化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举报投诉信息平台建设，
完善维权援助举报投诉案件网上受理、案件

移送、信息反馈等制度。对农村市场、学校
食堂和食品安全开展联合督查。在与社会公
众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探索产品质量安全
强制责任保险试点。构建电梯安全社会治理
机制，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电梯安全工作。结
合“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行业协会、企业
开展中国品牌海外宣传推广活动。(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水利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局、旅
游局、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加强质量工作考核。深入开展省级
人民政府质量工作考核，完善考核指标体
系，进一步强调质量、品牌考核内容，科学
制定考核方案，推动用好考核结果，抓好整
改落实。指导地方政府将质量工作纳入市县
绩效考核范围。开展消费者保护考核评价工
作，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组织做好 2015-2016 年度水利建设质量
工作考核。(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银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监督作用。
宣传一批重视质量、产品可靠的典型企业和
优秀品牌，增进公众对中国质量的信心。结
合质量整治专项行动，组织新闻媒体曝光重
大质量违法行为和质量安全问题，发挥负面
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加强网络销售产品、金
融消费品、电子信息产品等质量安全监管报
道。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银行业金
融知识宣传服务月活动。开展国门生物安全
宣传活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银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培育质量和品牌竞争新优势
(十二)推动外贸优进优出。推进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信息互换、监
管互认、执法互助”，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
加快通关速度。创新服务外包检验监管模
式，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所需的进出口
工业产品提供通关便利。加快培育新型贸易
方式，做好对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扶持。实
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战略，推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工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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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自主品牌出口增长计划。(发改委、商务
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促进电子商务产业提质升级。指
导电子商务生产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标
准执行力。完善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融合共享。推动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
行为治理的意见》(国办发〔2015〕77 号)。
加强对跨境网络交易中邮递、快件渠道的监
管，严厉打击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以及跨境电
子商务中邮递、快递渠道实施的走私违法活
动和通过“蚂蚁搬家”等方式进出口侵权假
冒商品的违法行为。制定《电子商务产品质
量监督管理办法》，完善“风险监测、网上
抽查、源头追溯、属地查处、信用管理”机
制。发挥电商产品执法打假维权协作网作
用，严查电商产品质量违法案件。在电商平
台试点推广互联网“过滤”技术，构建网络
销售产品质量的“防火墙”
。打击售假、虚
假宣传和侵权盗版的网站。(工业和信息化
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知识产
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夯实质量和品牌提升的基础
(十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开展质量促
进法等立法研究。推动开展标准化法、计量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药品管理法、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修订工作。推动《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办法》出台。修订完善学校食堂与学生集
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指导地方积极开展质
量促进立法工作。编制《强制性国家标准管
理办法》
。制定《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编写
2016 年国家医疗质量管理安全报告。(教育
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粮食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充分发挥质量技术基础的支撑
作用。出台《关于加强装备制造业标准国际
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中国装备标准走
出去名录，开展优势装备制造业技术标准的
翻译、发布、推广以及国际对标工作。推动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开展海洋国际标
准研究和计量质量控制工作，启动实施农药
残留标准制修订计划，完善铁道行业技术标
准体系，优化交通运输标准体系，开展旅游

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加强国家计量科技创
新基地和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制定和实施
《诚信计量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
计量互认，推动计量标准、装备、服务走出
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清真认证、
有机认证和注册等领域国际合作。实施自贸
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制度改革试点。开展中
国环境标志产品、环保产品和“绿色之星”
认证。(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
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
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旅游局、海洋局、铁路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加强质量和品牌教育及文化建
设。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企
业诚信宣传教育，推动各类经营者提升质量
诚信和品牌保护意识。推进质量和品牌相关
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质量品牌相关
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加快与质量品牌相关
的人才培养。举办 2016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进社区、进
学校、进乡镇”消费者教育活动，增强全社
会消费品质量安全意识。(中央宣传部、教
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实施质量和品牌提升工程
(十七)实施质量和品牌重点工程。把质
量提升、培育品牌作为重要内容，启动知名
品牌创建示范、品牌价值评价，实施制造业
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
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
程。(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八)实施质量和品牌标杆对比提升
工程。深入开展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活动。推
进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示范基地建设。开
展企业品牌培育、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
点示范等活动，提升企业品牌培育能力和产
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水平。开展全国旅游服
务质量标杆单位遴选活动。(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质检总局、林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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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质量、品牌
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结合本地实
际，参照以上工作安排和部门分工，制定本
地区的具体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明确时限

和要求，逐级落实责任，确保完成各项任务。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42
0/726603-3.shtml

会议预报
第十一届电力工业节能减排学术研讨会
所属学科：电力,环境工程,环境管理与规划
开始日期： 2016-06-01
所在城市： 安徽省合肥市
主办单位： 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浙江
省电力学会、安徽省电机工程学会
全文截稿日期：2016-05-30
联系人：
殷浩军
联系电话： (0551)63880691
E-MAIL： Yinhj2055@ah.sgcc.com.cn
会议网站：
http://www.ahsee.org/bulletin.asp?ID=
127&action=viewBulletin
征文范围：
国家节能减排最新政策及其效果；
国内外最新节电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发展
现状与趋势分析；

节电产业与投融资服务；
用电与节电先进经验及典型案例介绍；
输变电节电技术研究、推广与应用；
大用户节电技术需求分析；
江、浙、皖三家电力节能公司典型案例介绍；
节能减排的监控技术；
火电厂脱硫、脱氮、除尘的新技术及运行维
护经验；
洁净煤发电技术；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及应
用；清洁能源；
“电能替代”典型案例介绍；
电力行业与雾霾关系的分析等。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not
ice/meetingAction-68510!detail.action

我们的图书馆
○资源推介

美国 iPlagiarism（艾普蕾）英文文章抄袭查重系统免费试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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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声誉受损。比如：对英文文章要求查
重后才能投稿；对申报的项目应提交构建标
书研究基础的论文全文进行抄袭监测；对于
项目资助的结题论文也应提交论文全文进
行监测。达到震慑学术不端、维护单位的声
誉，并最大程度的提高科研学术不端监管的
效率。
现 iPlagiarism 公司提供免费机构账
号，数量有限，欢迎试用。访问地址：
http://www.iplagiarism.net/

英 文 文 章 抄 袭 防 范 专 家 ---- 美 国
iPlagiarism（艾普蕾）英文文章抄袭查重
系统是全球唯一获得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证书的英文文章查重品牌，检测性能和准
确性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该软件系统
已经被全球大量英文杂志采用，同时被指定
为 知 名 美 国 抄 袭 监 测 网 站
（www.plagiarismwatch.org）的唯一官方
合作软件。
但由于英文文章人工比对的不可行性，
有必要启用高效的英文文章抄袭查重软件
和系统进行防范和监督，避免国家、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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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动态

中国知网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开通试用
为满足教师教学科研、学生撰写毕业论
文等需要，图书馆与中国知网联系，开通了
博硕士论文的试用，试用期 1 个月。访问地
址：http://www.cnki.net，校园网内均可

全文下载。欢迎广大师生充分利用！
信息来源：图书馆
http://www.lib.sie.edu.cn/info/1012/1
434.htm

图书馆推出北大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图书馆为读者整理了北大新版（2015
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欢迎各位
老师充分利用！查询更多版本中文核心期

刊，请访问下面的地址：
http://www.lib.sie.edu.cn/index/zjzy/
zwhxqk.htm
信息来源：图书馆

○书单来了
导语：图书馆每年新增数万册新书，其
中既有为教学科研助力的专业书，也有开拓
视野、提升人文素养的综合图书，我们万中
选一，向您推荐一些馆藏新书，欢迎您来馆
借阅。当然，如果您认为有一些图书我们馆
应该收藏而未见订购，那欢迎您荐购哦，图
书馆会尽可能满足您的需求的！
（温馨提示：
书单后附有荐购指南）
本期理工版推荐书单
1.《国际 EPC 电站工程技术手册》,王守民
主编, 索书号：TM62-62/6
《国际 EPC 电站工程技术手册》以国际
EPC 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勘察、设计、采
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的整个实施
过程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 EPC 工程的管理
和策划、设计管理、采购管理、施工管理和
工程实例共五部分。
2.《电网企业生产岗位技能操作规范,
变 电 站 值 班 员 》， 蔡 敏 主 编 , 索 书 号 ：
TM-65/194
为提高电力行业变电站值班员的技能
水平和职业素质为目的，国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及电力行业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书、国家电网公司技能培训规
范等，组织编写了《电网企业生产岗位技能
操作规范》
。
《变电站值班员》主要规定了变
电站值班员实施技能鉴定操作培训的基本
项目，包括了变电站值班员技能鉴定五、四、
三、二、一级的 59 个典型技能项目，规范

了各级变电站值班员，包括运维人员、监控
人员的实训，统一了变电站值班员技能鉴定
标准。
3.《模拟电路 CDIO 项目设计教程》 ,
主编胡均万, 索书号： TN710.4/25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丛书：模拟电路
CDIO 项目设计教程》通过个对常见电子元
件的特性探究和 50 多个设计项目来学习常
用的模拟电路，每个项目都自成体系，可以
单独开展项目教学。《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丛书：模拟电路 CDIO 项目设计教程》可以
作为卓越工程师班的工程训练教材，也可以
作为电子工艺训练课的教材。如果课时不够
可以选择部分项目实施。
4.《移动互联网全景思维.第 2 版》，华
红兵编著, 索书号： TN929.5/123=2
华红兵，著名学者，品牌营销战略专家，
中国式营销者，移动互联网基础理论奠基
人。2004 年获营销“金鼎奖-最佳营销总经
理奖”，2006 年获得中国十大营销专家称
号，2013 获全球 500 强企业商学院最认可
的 TOP100 培训专家最佳营销策划专家荣
誉，目前中国持有公认的“策划金钥匙”的
专家，被媒体及业界喻为“中国营销理论仓
库”，独创了中国式品牌三部曲《一度战略》
《顶层设计》
《品牌人手册》，致力于互联网
理论研究，创建移动互联“沃晒理论”，提
出“猫头鹰理论”体系。
5.《建筑电工 1000 个怎么办》,阳鸿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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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编著, 索书号：TU85-44/12
就建筑电工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
基础概念、知识和技术难点进行了全面、翔
实的解答，内容涉及建筑施工基础知识、现
场临时用电的相关知识，建筑电气安装的实
际技能、安全技能。同时还介绍了建筑电工
识图方法、建筑电气的设计方法与特点。附
录的 1000 道试题是建筑电工需要掌握的通
用知识点，同时也为建筑电工入职考试、继
续教育，以及在工作中巩固知识提供帮助。
6.《数码单反摄影技法详解.第 2 版》,
日本 MOSH books 有限公司编著, 索书号：
TB86/39=2
不是大部头“圣经”
，也可以成为经典。
简单、实用、生动、丰富，既有基础知识，
也有提高拍摄水平的技巧，还能追随着作者
一起进行各地摄影之旅。就是这样，让我们
拍摄更加得心应手。
7.《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及管道保温施
工工艺导则:DL 5713-2014》,国家能源局发
布, 索书号：T-652.1/29

为提升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及管道保
温工艺质量，使热力设备及管道与其它系统
有效隔离，降低散热损失，减少能源损耗，
提高机组运行经济指标，并利于人身安全与
健康及机组设备安全，制定本导则。
《DL5713-2014 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及管道
保温施工工艺导则》适用于火力发电厂热力
设备及管道保温施工。
8.《10kV 客户配电工程典型设计》, 临
沂正信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组编, 索书
号：TM72/91
《10kV 客户配电工程典型设计》主要涵
盖变压器容量为 630kVA 以下小型企事业及
变压器容量为 630kVA（含 630kVA）以上的
各类工矿企业、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
通信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典型方案，是
2013 年版《国家电网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
方案的外延和补充。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
为总论，第二篇为 10kV 客户工程典型设计
方案，包括Ⅰ-Ⅵ型共 6 个客户工程典型设
计方案，每个设计方案包括设计说明、主要
设备材料清册和设计图纸。

荐购指南
如果您想向我们推荐一本书:
首先，可以登录“我的图书馆”，通过
“读者荐购”系统直接推荐。（图书馆首页

登录“我的图书馆”
，即可看到“读者荐购”
入口哦！）
图 1 登录，图 2 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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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读者荐购”页面“搜索网络资
源”
，能够查看到更多该类图书信息供您选

择。其次，可以在我们上传的“详细征订目
录”中进行选择荐购。图 3 详细征订目录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电话、各阅览室留
言簿、e-mail 以及直接到采编部面对面等
方式荐购。

您推荐的图书，冉老师会每日查看做出
处理和回复，并对到书情况进行反馈，敬请
期待! 图 4 处理和回复

联系方式：31975936，ransg@sie.edu.cn,
联系人：图书馆 107 采编部，冉老师

图书馆微信平台留言

○它山之石
今年全民阅读“十大重点”明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公布了
2016 年全民阅读“十大重点”，包括广泛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出版推荐更多精品力
作等，特别要求各地组织编制全民阅读“十
三五”规划及实施方案，提出明确的时间
表、路线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一、广
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
动，包括进一步培育和巩固“书香中国”
系列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二、出版推荐更
多精品力作，包括将出版物发行量和专家
评价、市场评价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针
对不同读者群体的优秀出版物推荐机制
等；三、大力开展少儿阅读，着力保障特
殊群体、困难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包括
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
基本阅读需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各界为特

殊群体、困难群体开展志愿者助读、发放
购书券、组织出版物捐赠等服务渠道等。
全民阅读“十大重点”还包括：进一步
开展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机关、进企业、进军营的“七进”工作；建
立规划科学、服务高效、覆盖城乡的基础阅
读设施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全民
阅读活动的载体和形式、丰富全民阅读活动
的内容；鼓励、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力量积
极参与全民阅读工作；不断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引领全社会良好阅读风尚；加快制订全
民阅读规划、大力推动全民阅读立法；建立
健全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不断完善全民
阅读工作体制机制。
信息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
16-01/12/c_1286176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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