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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教育部：调整专业结构破解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脱节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近日在浙江省宁波
市举行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 2014
年秋季分论坛”上指出，当前，要加快大学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治
理结构，破解当前存在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
会发展脱节、与创新实践脱节的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要适应中国经济
新常态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推动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促进高等教育结构战
略性调整要按照“三级跳”的要求，深化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培养链的融合发展，打通从基础研究到
创新到应用的价值链、人才链，完成接力棒
的有效传递。
鲁昕提出，当前，要加快专业结构调整，
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走与地方、
行业、企业开放合作、融合发展的道路，支
持用人单位直接参与人才培养结构全过程，
破解当前存在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
脱节、与创新实践脱节的问题。同时，加快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
合、学校和企业紧密结合作为应用技术人才
培养的根本途径。
鲁昕表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是

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
改革。目前已有 22 个省份启动了地方本科
高校转型发展改革工作，上海、重庆、河南
等地已出台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转型改革，一
批高校在转型改革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依然要充分认识到转型改革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扎实做好改
革试点，积极稳妥地加快这一进程。
本次论坛由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由宁波工程学
院承办，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校企
深度合作”为主题，旨在引导部分高校向应
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加快应用型人才
培养，促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服务创新驱
动国家战略，分享转型发展经验，落实校企
合作成果。全国 200 余所高校与国内外知名
企业参会。
据悉，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设立
于 2014 年，由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同有关地方政府
和社会组织主办的非官方论坛。论坛每年春
季、秋季召开两次，春季论坛于今年 4 月在
河南驻马店举行，178 所高校形成了业内外
有广泛影响的“驻马店共识”。
信息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http://edu.people.com.cn/n/2014

教育部：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 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
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就 2015 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部署。通知要求各
地各高校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
业工作，加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支持力
度，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
学创业。
教育部在通知中要求，各地各高校要面
向全体大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
课程，纳入学分管理，改进教学方法，增强
实际效果；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
赛、创业模拟等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创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高校要
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专家学
者等担任兼职导师，对创新创业学生进行一
对一指导。
在资金方面，教育部要求加大对大学生
自主创业资金支持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
广泛吸引金融机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
企事业单位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资金支
持。建设一批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继续推
动大学科技园、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和实
习实践基地建设，高校应开辟专门场地用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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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各类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等原则上都
要向学生开放。
此外，通知还对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强化就业指导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
了部署。据了解，2015 年宏观就业形势面

临多重压力，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加大，
将达到 749 万，就业创业工作任务十分艰
巨。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http://www.nies.net.cn/xw/jyyw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高校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阵地，高校应
当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这对于更好地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
深远的现实意义。
高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
阵地。
高校作为人才后学培养和文明文化传
承的主阵地，高等学校是意识形态教育和社
会价值引领的重要场所，是社会主义先进思
想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和建设中地位突出、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
因为，一方面高等教育决定青年一代价
值观的基本走向。价值观是一个人对道德价
值取向、人际关系处理、是非曲直的判断、
真善美的认知以及对荣辱廉耻的界定。高等
教育给学生注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决定
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高
等学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学习、研究和传
播的重要阵地。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使命，
就是将人类社会所累积形成的文明、文化、
价值、准则传授给大学生一代，使文明得以
传播、文化得以传承，同时在传承中创新，
从而不断促进人类思想的进步、持续推动社
会的发展。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过程中，高校具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研究和传播的义务和责任。同
3

李前进

时，高校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才和资源优
势，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研
究，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教
育、传承和构建。
高校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
会思潮
目前，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球化进
程的日益加快，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时
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各种社会思潮异常
活跃，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各种各样的社会
思潮，冲击和侵蚀着高校大学师生的政治思
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带来严峻挑战。尤其高校校园里的大学生
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系统的培育
和成型时期，其本身鉴别力不高，多元化社
会思潮的传播和蔓延，必将给大学生理想信
念的确立和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不良影响。
因此，高校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让广大师生科学地
区分、辨别、并有效抵制种种错误思潮的消
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内核本质,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精髓。所以，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高校文化思潮，并探索其有效途径，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教育、
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这对于建
设高校校园文化、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
好氛围，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皆具有重要意义。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教
各环节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是
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既是当前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高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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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工作尤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等教育各领域，落实
中的重要内容，非常必要、影响深远、意义
到高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个环节，覆盖
重大。必须从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社会
到高校所有群体和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
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全局高度来深化认识、
2013 年 12 月 24 日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
切实做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
工作。
“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
要做好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体的育人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工作，必须明确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而
育的具体原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核心
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有效发
价值观教育工作中必须从当前高校的具体
挥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以及网络和媒体等在
情况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自觉遵循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规律以及高校教育本
当然，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
身的规律，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应秉持“全员育
教育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科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把高
学发展的原则、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践行相
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管
结合的原则、坚持主导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
理、教学、科研、服务等各个环节，积极凝
合的原则、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聚各种力量，着力整合有效资源、加强社会
的原则、坚持系统教育与全员渗透相结合的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化
原则。
解当今大学生价值观面临的冲突和挑战，更
要做好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加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工作，同时必须明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进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观教育的有效路径。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和价值观，真正促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值观教育工作中必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
观教育目标的实现。
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实现路径，要把社会主
信息来源:中国理论网
http://www.ccpph.com.cn/jbllhzdxswt_10174/lw/201412/t20141210_196739.htm

生命教育也是就业教育的一部分
“我走了，你照顾好咱爸妈，我没能
力”。收到哥哥的短信，弟弟立即赶来，还
是晚了。12 月 8 日上午，在郑州花园北路
城中村邵庄，一名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小伙疑
似因求职屡屡受挫而跳楼自杀。(《郑州晚
报》12 月 9 日）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相信每个人都为研
究生的自杀而惋惜不已。只因就业遇挫，就
将自己的生命视为草芥，确实有些偏激。或
许，贴着高学历的标签却无法找到满意的工
作，会让当事人感到有些沮丧和挫败。但是，
这种压力并不是选择不归路的理由，相反应
该勇于面对一时的困难，用自己的拼搏和努
力去赢得未来。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单就研究生群体而言，因为就业压力巨
大而选择轻生的并非个案。比如，今年 4 月，
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生蔡某某自缢。在他的
遗书中，他对于毕业和就业感到非常“痛
苦”。类似悲剧频现报端，背后的症结值得
反思，本来拥有高学历优势，找到一份工作
并不难，为何非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选择结
束生命呢？
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上述这些研究生
作为高材生，往往从小就接受书面知识的灌
输，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让他们最终在学业
上步步高升。然而，这种学习模式下，有时
又往往缺少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那就是生
命教育。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
学生们对于生命缺乏应有的认知和了解。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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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力时，不能坦然承担和面对，一旦稍
有不顺，就可能想到采取极端方式来释放压
力。
在西方国家，生命教育一直都被看成学
生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美国，生命教
育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力求让学生
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命，认识生命的价值
和意义。美国所有中小学都开设了生命教育
课程，为推广生命教育，甚至成立了各种专
业协会，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进一步推动生命
教育。反观国内，在这方面却捉襟见肘，我
们往往只是在强调学生们如何学习，如何提

高成绩，往往学成甚至研究生毕业时，都鲜
有关于生命教育的课程设置。
如今，就业压力巨大是客观现实，却不
至于成为压垮生存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是缺乏生命教育的氛围和环境，让包括某
些研究生在内的青年学生在面对现实中的
挫折时，竟然想到了以极端方式来卸下心中
的包袱。对于包括研究生在内的这些青年学
生来说，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抑或社会，
都应该将生命教育灌输到他们内心深处，引
导他们尊重生命、关爱他人，从而顺利地就
业、工作并回馈社会。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edu.people.com.cn/n/2014/1210/c1053-26179273.html

专业论坛
首批碳核算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全国碳市将统一度量衡

国家发改委已就之前印发的发电、电
网、钢铁、化工、铝冶炼、镁冶炼、平板玻
璃、水泥、陶瓷、民航等首批 10 个行业的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形
成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各界征求
意见。
若顺利经过后续意见汇总、专家研讨、
标准审定、标准报批等程序后，这 10 个行
业的核算和报告指南将于明年成为国内首
批关于碳排放的国家标准。
据了解，年末国家发改委还将印发 13
个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指南。这
23 个国家标准或报告指南将覆盖全国碳交
易涉及的重要领域。
行业间的规范待统一
国家 10 个行业标准尚无来自实操层面
的经验反馈
首批 10 项国家标准由全国碳排放管理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8)归口管理。
其中铝冶炼、镁冶炼、平板玻璃、水泥等 4
项标准由清华大学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
同起草；化工、钢铁、陶瓷等 3 项标准由国
家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共同起草；电力、电网、民航等 3 项标准由
中创碳投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

关于行业碳核算与报告的首批 10 项国
家标准正在征求意见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全国统一碳市建设
的工作部署，2014-2015 年为前期准备阶段，
2016-2019 年为碳市场启动及实施阶段，
2019 年之后为全面落实阶段，进一步扩大
覆盖范围，完善规则体系，并探索和研究与
国际碳市连接。
“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体
系的建设是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统一的 MRV 是全国碳市交易标的(即碳市覆
盖范围内，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
的碳排放)同质、同量的重要保障。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应根据国家标准或国务
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编制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核查机构应按照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
门公布的核查指南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国
务院交易主管部门适时发布推荐的核查机
构名单，并对核查机构的相关业务进行监督
和管理。
碳核算是 MRV 的起点，其标准化是全国
碳交易市场统一度量衡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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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陈亮指出，
“现阶段国家行业碳核算和报告指南的编
制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同一行业内
方法是一致的，二是保证指南的可操作性。”
然而，对可操作性的把握，不同的编制
机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尺度。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这些标准是不同机构做的，口径不一
致，甚至一些排放因子的选择，标准之间都
有出入。”
就“抓大放小”的尺度，哪些排放可以
忽略不计，10 项标准均未做出说明。中国
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漆小玲指出，一般是
从数据获取难度和排放占比的经验估值来
考虑，以广东试点行业指南的编制经验来
看，不同行业忽略不计的排放占比大概在
1%-3%之间。
漆小玲认为，“不同行业的可比性很难
把握，一个大机组 1%的排放可能比一个厂
10%的排放还大。”因此，如何统一尺度，
在保证操作性的前提下，兼顾不同行业之间
的公平是需要进一步去探索的问题。
由于国家 10 个行业标准尚无来自实操
层面的经验反馈，漆小玲认为，“国家标准
的落地还需一个磨合期。”
漆小玲以水泥行业为例指出，国家标准
对工艺排放要求很全面，连原料碳酸盐分解
过程中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都计算在内。“从广东这边的企业情况来
看，根本做不到，即使企业做出来，你都无
法溯源数据的真实性。这些数据出来了，可
能也会存在问题。”漆小玲如是说。
中创碳投总经理唐人虎说，在企业经过
一轮标准使用和数据上报后，可归纳来自一
线的意见，对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或修订。
同时，他认为，对企业数据进行横向对比，
对不同行业标准统一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操作层面的数据和
信息对于标准制定者而言至关重要，反之亦
然，标准制定者对标准专业、精准地解读对
企业而言同样重要。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与能源团队
主管宋然平表示，“中国企业的情况千差万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别，标准编制者很难给出覆盖所有情况的指
引，这就需要一种系统性反馈和解答机制。”
宋然平解释，这种机制要对标准应用者
提出的操作层面的问题给出官方的、权威的
或具有一定效力的解答，并保证对同一个问
题的回答是一致的。保证不同情况的企业能
够得到对国家标准的一致解读，明确如何操
作，这是保障企业实践一致性的关键所在。
试点碳核算指南向国家标准过渡
试点控排企业需要面临碳核算标准转
换的挑战
国家碳核算和报告指南对于非试点地
区而言，是空白纸上的崭新画面，对于 7 个
试点而言，则是对轮廓相似的图案，修改后
的再呈现。
7 个试点中，除深圳和重庆外，北京、
上海、天津、广东、湖北皆发布了具体行业
的碳核算和报告指南。其中湖北省发布了
11 个行业指南，上海发布了 9 个，北京、
天津和广东各发布了 4 个，共计 32 个，涉
及电力和热力、钢铁、水泥、石化、化工、
纺织、造纸、有色金属、玻璃、电解铝、汽
车、航空、服务业等十余个行业，还包括一
些划分更细致的子行业指南，如炼油和乙
烯、合成氨等。
这 32 个 指南 所 涉及 的 行业 重 复性 较
大，与目前征求意见的 10 项标准所涉行业
重复最多是发电，其次为钢铁、水泥和化工。
各试点指南与国家标准在量化原则、框
架体系、运营边界划分、量化方法等方面是
基本一致的，但在温室气体种类的选择、工
艺过程排放源的识别等方面略有差异。
各试点的行业指南只考虑二氧化碳一
种温室气体的量化，国家标准则根据具体工
艺排放特点，有针对性的纳入其他温室气体
排放，比如，国家标准要求化工行业若存在
硝酸或己二酸生产过程，则应量化生产过程
的 N2O 排放，铝冶炼企业须量化阳极效应所
导致的全氟化碳排放等。
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法规标准研
究室副主任王文美指出，试点行业指南的行
业分类以及工艺过程排放的量化要求往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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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足于地方的行业、企业特点，而国家标
准则在工艺过程排放源识别方面考虑的更
加全面。
王文美以钢铁行业为例做出解释，“国
家标准中的工艺排放综合考虑了整个行业
不同生产单元的排放源，其中电极消耗产生
的碳排放我们天津试点的指南编制中是没
有纳入的，主要是因为天津钢铁企业中应用
阳极碳棒的非常少，而且消耗量也不大。”
一位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为保证试
点与全国统一碳市的无缝衔接，试点控排企
业将全部纳入全国碳市的控排企业。”这意

味着，试点控排企业需要面临碳核算标准转
换的挑战，陈亮说，
“阵痛期是一定会有的。”
然而，在试点期间，为保证连续性，试
点碳核算指南不会做出大幅调整。同时，
2015 年是前期准备阶段的收官之年，MRV 系
列标准和规则将进一步明确。王文美认为，
在全国统一碳市开启之前，试点需要充分理
解国家标准，帮助控排企业梳理现有碳核算
指南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差异，并评估对企业
的实际影响，确保控排企业的顺利过渡。
信息来源：21 世纪网
http://epaper.21cbh.com/html

科学认识垃圾焚烧发电
1. 什么是垃圾焚烧处理？
焚烧就是烧掉、烧毁；在燃烧过程中，
把可燃的物质都烧完了，化成灰烬。焚烧处
理是利用高温氧化作用处理生活垃圾——
将生活垃圾在高温下燃烧，使生活垃圾中的
可燃废物转变为二氧化碳和水等，焚烧后的
灰、渣仅为生活垃圾原体积的 20%以下，从
而大大减少了固体废物量，还可以消灭各种
病原体。
2. 国外垃圾焚烧处理的情况如何？
（1）欧州焚烧处理现状。目前欧洲各
国普遍加强垃圾焚烧处理，欧盟的废物管理
最高法令也明确支持和鼓励对垃圾进行能
源回收（以焚烧为主）。1996-2007 年，欧
盟成员国垃圾填埋量不断减少，而焚烧量却
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06 年欧洲主要国
家总人口为 5.78 亿人，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约为 2.97 亿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供热）
厂达到 425 座，垃圾焚烧处理量约 6362 万
吨，比 2001 年增加了 20%。
（2）美国焚烧处理现状。在美国，垃
圾焚烧在垃圾处理系统中一直占有一席之
地，美国全国垃圾焚烧处理率一直在 14%左
右。2007 年，美国共有 87 座垃圾焚烧发电
（供热）厂，分布在 26 个州，焚烧炉共 220
台，总规模 93 943 吨/日，共处理垃圾 2870
万吨，装机总容量为 2720MW，年发电量为

170 亿度。美国的焚烧处理能力是中国的 2
倍，集中在东北部经济发达地区。
（3）日本焚烧处理现状。在日本，垃
圾焚烧处理量一直是居高不下，东京的中央
焚烧厂距离日本皇宫仅 3.5 公里；日本皇宫
周边 7 公里范围内有 7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大
规模建设焚烧厂，达到使用年限之后需要关
闭的垃圾焚烧厂绝大多是早期建设的小型
垃圾焚烧厂，由污染控制水平更高的大型垃
圾焚烧厂所替代。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了更好的加强垃
圾焚烧厂污染控制，日本对垃圾焚烧设备及
烟气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换代，焚烧在生活垃
圾处理中仍占据主体地位。虽然日本的垃圾
焚烧厂数量减少，但是焚烧处理总量并未明
显减少。
近几年，日本垃圾焚烧总量略有减少，
主要是垃圾分类回收和减量化的推行，造成
垃圾清运总量在减少。
总的来看，日本垃圾处理都以焚烧为
主，垃圾分类回收在逐步加强，填埋处理量
在逐步减少。
（4）新加坡焚烧处理现状。新加坡的
垃圾处理政策是“发展与维持足够的焚烧厂
以焚烧全部可以焚烧的垃圾，发展与维持足
够的填埋场以处理全部不可焚烧的垃圾和
焚烧后的灰烬”，新加坡实行的是全量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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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渣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新加坡现有 4 座
垃圾焚烧发电厂、1 座垃圾填埋场及 1 座与
之配套的海上转运站，分别位于其北部、中
部、西部偏南和南部海岛，除最早建设的乌
鲁班丹焚烧发电厂距居民区 2 公里外，其它
处理厂（场）均距居民区 10 公里外。实马
高垃圾埋置场主要填埋新加坡 4 座焚烧发
电厂焚烧后的灰烬，以及不可焚烧的工业、
建筑废料，预计可使用至 2045 年。大士南
垃圾焚烧发电厂全负荷垃圾处理能力 3000
吨/日，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年生产电力
9.81 亿千瓦时，占新加坡全部电力需求的
2%-3%。
3.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现状是如何？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虽起步较晚，但发展
迅速。 1988 年深圳建立我国第一座引进日
本三菱马丁进口设备和技术的垃圾发电厂
——深圳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日处理垃圾
3×150 吨，装机容量 4MW）。随后珠海、上
海浦东和浦西、宁波、杭州、温州、苏州、
常州、重庆、成都、广州、福州、厦门、天
津和北京等多个城市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相
继建成投产，2010 年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垃
圾焚烧发电（供热）厂已经超过 170 座。
4. 生活垃圾能燃烧吗？焚烧彻底吗？
首先要说明什么是热值：单位质量（或
体积）的燃料完全燃烧时所放出的热量，即
1 千克（或 1 立方米）某种固体（气体）燃
料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称为该燃料的热值。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常生活垃圾的热值不
断提高。目前的热值水平相当于普通煤炭的
1/4，具体数据热值在 4200 千焦/公斤左右，
稳定燃烧过程中完全可以不需要添加煤、油
或天然气等辅助燃料而熊熊燃烧，现在国内
的机械炉排炉，都比较成熟，均能彻底焚烧
生活垃圾，焚烧后的残渣是一种密实的、不
腐败的无菌物质。
5. 焚烧处理有什么好处？一吨生活垃
圾能发多少电？能减少多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垃圾焚烧处理具有 “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的优点，而且焚烧处理设施占地较
省，垃圾稳定化迅速，减量效果明显，生活
垃圾臭味控制相对容易，焚烧余热可以利
用，在安全无害高效处理生活垃圾的同时，
还能利用其焚烧所产生的余热进行发电（供
热）利用，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是目前国
际和国内普遍推崇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利用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发电，每
年可向电网供电，实现废物资源化，并节省
不可再生资源——煤、天然气或燃油，减少
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据估算，国内炉排炉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电量约为 250-350
kw.h/t，每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节约标煤
81-114 kg、减排 202-283 kg 二氧化碳。
6. 什么样的城市适合选择垃圾焚烧处
理方式？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
口越来越多，从而使得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不
断增加，城市垃圾围城危机日益严重。填埋、
堆肥处理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堆肥对土
壤的负影响也较大，大部分垃圾填埋场也已
处在即将填满而要重新选择填埋场地的情
况，由于土地紧缺和环境的要求，在不同的
城市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垃圾焚烧发电（供
热）技术，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就显得更
加迫切。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际情况，GDP
不高的地区偏向于继续采用填埋的方式，但
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土地作为填埋垃圾用。在
比较发达地区和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
增加，适合采用焚烧处理方式，因为可以节
省土地资源，进行无害化处理。
7. 焚烧处理技术主要有哪些？
目前主流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机械炉排炉技术、一种是循环
流化床技术。
根据我国的相关技术政策“垃圾焚烧目
前宜采用以炉排炉为基础的成熟技术，审慎
采用其它炉型的焚烧炉。禁止使用不能达到
控制标准的焚烧炉”，机械炉排炉技术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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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主流技术。机械炉排炉
技术的特点：应用历史长久，技术成熟。垃
圾不需要预处理，故障率低，年运行时间长，
处理能力较大。稳定燃烧过程中不需要添加
辅助燃料，飞灰产生量较少，在国外和国内
都有广泛的业绩，全球垃圾焚烧处理行业绝
大多数均采用该技术。
循环流化床技术：在垃圾焚烧处理领域
的应用时间较短，目前还处于技术探索期。
目前国内的循环流化床运行时需要消耗不
可再生的煤，并且对煤块的颗粒大小有一定
要求，必须先将煤块加工破碎后才能由给煤
设备送入炉膛。同时由于其技术特点，循环
流化床在垃圾焚烧处理前需要对垃圾进行
分选、破碎等预处理，在预处理和厂内的输
送过程中容易造成污水以及臭味的外泄，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该技术在垃圾衍生燃料
（RDF）和污泥等焚烧处理方面更具有适应
性，加煤不能超过 30%。
8. 焚烧热能如何利用？
生活垃圾中存在大量的可燃物，利用生
活垃圾代替煤作为燃料，在焚烧炉内进行燃
烧、发出热量并产生蒸汽，既可以发电，也
可以热电联产或直接供热。对生活垃圾采用
焚烧发电（供热）的方式，不但处理了生活
垃圾，而且还节约了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
—煤或燃油，同时弥补了我国电力的不足。
9. 焚烧处理产生哪些废气？如何控
制？
生活垃圾焚烧的烟气控制系统标准远
比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焦化炉严格。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供热）厂排放的废
气主要来自于焚烧炉所产生的烟气，所含的
主要污染物为粉尘、氯化氢（HCl）、二氧
2
化硫（SO ）、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
（CO）、氟化氢（HF）、有机污染物、二恶
英及重金属等。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垃
圾焚烧、热能利用、烟气处理等过程的高度
自动化，使焚烧系统在额定工况下运行，从
而使原始排放物浓度降到最低。烟气经过烟
气净化系统处理后通过烟囱排入大气前，使
用烟气在线监测仪——以连续监测每条焚

烧线的烟气排放指标，确保垃圾焚烧发电
（供热）厂烟气达标排放。
10. 焚烧处理产生哪些废渣？如何处
置？
炉渣：生活垃圾在焚烧炉中经高温焚
烧，使生活垃圾中各种成分得到彻底的氧
化、分解和钝化而成为炉渣，组成主要为玻
璃、金属和各类无机物。
炉渣主要为生活垃圾燃烧后的残余物，
其产生量视垃圾成分而定，其主要成分为氧
2
化锰（MnO）、二氧化硅（SiO ）、氧化钙
2 3
（CaO）、三氧化二铝（Al O ）、三氧化二
2 3
铁（Fe O ）、废金属，以及少量未燃尽的有
机物等，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01）规定：“焚烧后的炉渣按
一般固体废物处理”。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
经过高温无害化处理，再经过磁选等分离出
废钢铁等废旧金属后，对炉渣进行综合利
用，可用作铺路的垫层、填埋场覆盖层的材
料和制作免烧砖等等，炉渣综合利用率可达
98%，不能综合利用部分送至填埋场填埋。
飞灰：烟气净化系统收集的粉尘（飞灰）
含有二恶英及重金属等有害物，根据《生活
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
规定：“除尘飞灰按危险废物处理”。
飞灰属于危险废物，必须单独收集，不
得与生活垃圾、焚烧残渣等混合，也不得与
其他危险废物混合。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不得
在产生地长期储存，不得进行简易处置，不
得排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产生地必须进行
必要的稳定化固化处理，稳定化固化处理之
后方可运输，运输需使用专用运输工具。采
用密闭收集和输送的方式输送至飞灰储仓，
经浸出毒性试验合格后送至填埋场填埋。
11. 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是什么？
二恶英实际上是二恶英类的一个简称，
它指的并不是一种单一物质，而是结构和性
质都很相似的包含众多同类物或异构体的
两大类共 210 种化合物，这类物质非常稳
定，熔点较高，极难溶于水，可以溶于大部
分有机溶剂，是无色无味、毒性严重的脂溶
性物质，所以非常容易在生物体内积累。二
恶英是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垃圾露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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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或在填埋场垃圾自燃排放的二恶英，是
同量垃圾经过现代化焚烧排放的很多倍；再
生有色金属、炼钢、铁矿石焚烧、炼焦、遗
体火化、铸铁生产、水泥生产、制浆造纸（含
氯漂白工艺是形成二恶英的主要过程）等行
业也产生了大量的二恶英；还有汽车尾气、
香烟、烧烤、烟花爆竹、自然界中森林火灾
和火山爆发等都能够产生二恶英，其实二恶
英离我们并不遥远。目前，我们的环境中存
在的二恶英主要来自于冶金、炼焦、石化等
行业。
12. 垃圾焚烧的烟气中为什么会有二
恶英？
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二恶英的生成途
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垃圾中本身含有微量的二恶
英，由于二恶英具有热稳定性，尽管大部分
经高温燃烧得以分解，但仍会有一部分燃烧
后随烟气排出。（2）燃烧过程中由含氯前
体物生成二恶英，前体物包括聚氯乙烯（是
经常使用的一种塑料）、五氯苯酚（是纺织
品、皮革制品、木材、织造浆料和印花色浆
中普遍采用的一种防霉防腐剂）等，燃烧中
前体物分子通过重排、自由基缩合、脱氯或
其他分子反应等过程会生成二恶英，这部分
二恶英大部分经高温燃烧被分解。（3）当
燃烧不充分时，烟气中产生过多的未燃尽物
质，在 300—500℃温度环境下，经高温燃
烧已分解的二恶英遇到适量的触媒物质（主
要为重金属，特别是铜）将重新生成。
13. 垃圾焚烧中二恶英的生成可以控
制吗？
尽管焚烧可能产生二恶英，但只要控制
燃烧的条件，比如让烟气在炉子里停留的时
间长一些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二恶英的产生。
（1）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
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的焚烧
炉，控制燃烧温度，确保烟气在燃烧室内温
度达到 850℃以上的区域停留时间不小于 2
秒，使二次燃烧的气体形成旋流，使燃烧更
完全、更充分，使二恶英充分分解。研究表
明，二恶英的生成和一氧化碳浓度有很大关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系。运行中调节一、二次风量和配比，并通
过二次风来加强扰动，使垃圾燃烧更加充
分，从而控制烟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及二恶
英的生成量。
（2）烟气温度降到 300～500℃范围时，
少量已经分解的二恶英将重新生成，因此，
设计考虑尽量减小余热锅炉尾部的截面积，
使烟气流速提高，以减少烟气从高温到低温
过程的停留时间，减少二恶英的再生成。
14. 二恶英的排放可以控制吗？
一是在烟气净化系统的烟道上布置活
性炭导入装置，将比表面积大于 700m2/g 的
活性炭喷入烟气，以吸附二恶英。同时，布
袋除尘器中，当烟气通过由颗粒物形成的滤
层时，含尘烟气中残存的微量二恶英仍能被
2
滤层中未反应的 Ca（OH） 或 CaO 粉末、活
性炭粉末等所组成的粉饼层过滤和吸附而
得到进一步净化。
二是选用高效布袋除尘器，采用高效滤
料，将附有二恶英的飞灰过滤收集后，用“螯
合剂+水泥+水”稳定化处理。
15. 垃圾焚烧处理厂有臭味吗？如何
控制恶臭？
生活垃圾中有机物的腐烂分解，不可避
免地将产生恶臭污染。恶臭污染源主要来自
进厂的原始垃圾，垃圾运输车在卸料过程中
和垃圾堆放在垃圾储坑内散发出带恶臭的
2
3
气体，其主要成分为硫化氢（H S）、氨（NH ）。
为了控制焚烧厂产生的恶臭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
（1）垃圾本身是有臭味的，因此不排
除运输沿路有臭味，这方面，主要是采用密
闭性、具有自动装卸结构的运输车来运输垃
圾，尽量减少臭味外溢；（2）垃圾运输车
进入车间后，通过卸料门将垃圾倾倒进垃圾
坑中。垃圾卸料门为电动提升式，由专人控
制，运输车完成卸料后及时关闭，使垃圾坑
密闭化。（3）垃圾卸料大厅总入口设置空
气幕，以防止臭气外逸。（4）垃圾坑为密
闭式，风机的吸风口设置于垃圾坑上方，使
垃圾坑和卸料大厅处于负压状态，不但能有
效地控制臭气外逸，又同时将恶臭气体作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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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空气引至焚烧炉，恶臭气体在焚烧炉内
器出口的臭气浓度进行检测，当臭气出口浓
高温分解，气味得以清除。为避免臭气外逸， 度达到国标控制限值，及时更换净化器内的
垃圾坑厂房为封闭厂房。（5）在厂区四周
活性炭，废弃的活性炭将与生活垃圾混合进
种植一定数量的高大乔木，减少影响。
入焚烧炉内进行高温焚烧处理。(7)渗滤液
（6）为防止在全厂停炉检修期间，垃圾坑
处理系统为密闭结构，顶部设导气管，产生
的臭气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坑内臭气经活性
的沼气以及臭气通过导气管、抽风机导入垃
炭废气净化器净化后排至室外。定期对净化
圾储坑。
信息来源：新华科技
http://www.cpnn.com.cn/xny/201412/t20141204_769745.html

新一代信息通信体系支撑全球能源互联
国家电网公司刘振亚董事长提出了全
球能源互联网的构想。今年以来，中国电科
院对新一代信息通信体系如何支撑能源互
联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信息通信创新推动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覆盖全球的能源互联网，通过可再生能
源、远距离输电和信息通信等新技术的融
合，形成以能源为载体各生产要素的互联与
综合集成，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能
源和工业互联的核心和基础。从下一代互联
网的发展看，以智能电网为载体的能源互联
网，是互联网发展延伸到能源和传统工业领
域的必然结果，通过应用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和电子商务等新技术，将实现人、物、
能源之间的全程互联和广泛互动，而基础的
支撑和实现方式应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架构
与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下，原有的电网信息
体系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由电网功能的支撑
角色转变为源、网、荷、人之间交互的综合
性平台。因此，新一代信息通信体系必须向
互联网化演进，成为能源配置、交易、消费
和用户服务等功能的直接载体。我们认为，
支撑能源互联的新一代信息通信体系，将是
以信息通信服务贯通能源互联网全业务，通
过信息通信技术支撑能源互联网的调控运
行、源荷接入、能源交易、用户服务、数据
价值利用等功能，为能源互联网的互联、互
动提供保障的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为电网
运营模式创新变革提供路径。
新一代信息通信体系的核心特征
全球能源互联网既是能源的互联，更是
一张互联网，它将超出传统的因果逻辑基础
的电网运营模式，而突出呈现互联网效应。
11

按照互联网的要素，它应具备大范围贯通、
高吞吐容量的网络基础，大规模而广泛任需
互联的源与终端，第三方模式的服务与交易
的平台，数据与高级分析的价值驱动。能源
互联网对电力信息通信的泛在、开放、互动、
智能及安全提出了要求，将具备以下六大核
心特征：
一是广泛互联的通信网络。能源互联网
下的信息通信网络，将支持各种分布式电
源、储能装置、监控终端、自动化装置、电
动汽车、智能家电和用户终端的随需接入，
大规模海量的用能终端，各类电源、各类信
息终端，在统一协议下，与接入能源流、信
息流的平台互联互动。同时，在新的安全体
系支持下连通互联网、公共通信网、用户等
外部网络和信息应用，整合形成天地互联、
开放集成、广泛覆盖的通信网。
二是全业务贯通的信息架构。能源互联
网的信息体系，将不仅支撑人、财、物等传
统 ERP 系统，更多的延伸至电网生产运行与
业务运营中。电网中的分布式电源、监控终
端、自动化装置将纳入开放的通用信息架
构；数据采集和业务交互过程也将被统一在
通过云计算实现的信息架构中，海量数据可
通过统一数据平台进行收集和预处理，电网
运行、运营、管理各环节都将在数据平台支
持下实现业务功能。
三是开放的能源互联网调控体系特征。
在信息架构支持下，能源互联网调控将形成
以数据为核心的综合性信息处理体系，实时
处理的海量数据构成了能源互联网调控的
重要依据。同时，信息架构也有利于连接不
同的电网自动化系统，信息化的数据资源，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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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据交互，电能的洲际传输将可通过数
据交互实现宏观调度。在开放架构的支持
下，能源互联网的调度运行将超出电网范
围，实现涵盖电源、负荷以及人等多方因素
的综合协调，实现效率、效益和效能最大化。
四是以数据为核心的信息价值挖掘特
征。能源互联网依靠数据的支撑并产生数
据，它汇集了源、网、荷、人各方面的海量
数据。以数据为纽带，能源互联网构成连接
电网上层应用和终端用户的综合性信息通
道，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复杂的
负荷预测辨识与需求呈现实现精准化,使调
度运行、规划建设、运营服务业务在模式上
发生改变，基于数据的电网决策将代替基于
经验的决策方式。能源互联信息体系也将形
成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处理的端到
端数据贯通。海量数据不仅对决策的驱动支
撑效应凸显，其潜在价值也将得以发掘，数
据的价值将并重于能源本身的价值。
五是开放共享的能源交易平台。交易是
互联网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全球能源互联
网效应发挥的引擎。能源交易电子商务平台

将为能源互联网各参与方提供开放共享的
交易环境，支持能源交易、碳交易等多种交
易类型，在互联网模式下，传统的购售方式
将改变，以电费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平台，驱
动能源、金融和服务的融合，从而实现电网
服务方式和营销模式乃至经营战略的转变。
六是可信的新一代信息安全体系。能源
交易、智能家居、电动汽车和电子商务等业
务场景，使用户与用户、用户与电网之间存
在大量的移动互联和双向交互，对信息安全
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开展新一代信
息安全防护体系设计，探索从网络隔离到对
象可信的防护策略转变和体系演化，最大程
度地实现业务应用与安全防护的协同发展。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与发展，信息技
术是支撑、互联网思维是驱动。同时，电力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迫切
发展需求。能源互联网使能源与信息融合发
展，必将带来技术与产业的变革，产生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会展网
http://ex.bjx.com.cn/html

信息集萃
煤电“超低排放”遭质疑 大规模推广有待商榷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
护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煤电节能减排
升级与改造计划(2014—2020 年)》，基于
更加严格排放标准的超低排放将成为煤电
行业的“新常态”。从长远来看，实施煤电
超低排放，能有效解决煤炭资源利用和环境
之间的矛盾，从而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战略
安全性。
“超低排放”被认为既降低煤耗，又环
保，然而这种做法却面临严重分歧。
以环保部、浙江省政府以及神华集团、
浙能集团等为代表的支持派，认为超低排放
能让煤炭燃烧达到甚至超过燃气标准的举
措，在改善大气环境的同时，也给国内火电
市场带来新变化。面对全国范围雾霾天气，
煤电“超低排放”改造正由浙江、广东、江
苏、山东等省市向全国蔓延。不少中国煤电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企业开始探路超低排放，试图摆脱燃煤行业
“黑老粗”的刻板印象。
不过，以中国电力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
为代表的反对派对此持有异议。在王志轩看
来，“超低排放”的概念不清；烟气连续监
测技术难以支撑“超低排放”监测数据的
准确性；“超低排放”在技术上并没有重大
创新，且严苛的条件并非一般燃煤电厂都能
达到；“超低排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投入产出比太低。
除了王志轩对“超低排放”感到困惑、
质疑外，中小煤电企业更担心的是动辄千万
甚至上亿元的升级改造费用。“超低排放”
与投入密不可分。目前，国华三河电厂 1 号
机组，整体改造投资 1.9 亿元。而神华、浙
能均向外界透露了其“超低排放”的宏大
计划。神华表示，国华电力到 2017 年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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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现役 3480 万千瓦、61 台燃煤机组中的
48 台进行“超低排放”技术改造，投入资
金计划超 100 亿元，几乎相当于每台机组改
造费用在 2 亿多元；浙能则计划在 2016 年
底前，完成 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的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2017 年底前完成 30 万千瓦机
组的改造工作，投入资金近 50 亿元。对于
一般的火电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资
金压力是首要难题。

“超低排放”是环保问题，也是经济问
题，要达到真正的“超低”要求，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并增加运行成本，因为排放标准
越严，意味着改造成本越高。因此，“超低
排放”的大规模推广仍有待商榷。
信息来源：北极星节能环保网
http://huanbao.bjx.com.cn/news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有多高？
众所周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存在
的间歇性、波动性等先天性特征，是其并网
难、消纳难的重要原因。国内有的地区在大
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需要配套建设一批火
电厂配合调峰，这就与新能源发展的初衷相
悖了。那么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的装机规
模上限在此暂不考虑）的最大上限到底是多
少？其在能源结构中究竟能否堪当大用？
当位于北欧的童话王国丹麦雄心勃勃地提
出了到 2050 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计
划时，也就意味着届时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将
达到 100%，这显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结构。
如果在中国真能实现，雾霾的问题也就解决
了。刚刚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提出，中国争取到 2030 年左右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到 20%左右。20%
是个什么概念？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
建坤测算认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新建 8-10
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也就是目前我们
所有燃煤发电装机的数量，很显然这个数量
是惊人的。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表示，
根据他们的测算，2030 年 20%的装机数量相
对还保守一些，届时的数量可能还要大得
多。事实上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在技术上是
可行的，但前提是要形成一个真正市场化的
电力市场体系，包括价格实时变动及需求侧
响应等机制。丹麦驻华大使馆能源参赞马斯
廷也认为，丹麦的能源发展路线已经证明技
术上可以克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问题，
100%对于中国来讲也是可行的，但要实现这
一目标还需要系统的改革和调整。

现在有共识的是要提高电力在终端能
源消费中的比重。传统的电力发展模式是建
立在以化石能源生产消纳为目标的基础上
设计的。我们更多需要考虑供的问题，也就
是如何尽最大可能满足终端的用能需求。由
于终端用能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不均匀，
也就随之产生了以电力调度为中心的优化
机制。当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得到大力发展
并试图融入原有的电力发展模式时一定会
出现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就表现为弃风、弃
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路径是
以分布式为方向，也就是一种局部能源生产
供应形式，这与化石能源是反向的。因此在
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就需要更多考虑其特点并进行与之适应
的系统设计。
另外，从价格上看，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下降十分迅速，根据预
测，到 2030 年它们的发电成本均可下降到
0.5 元/千瓦时以下，也就具有与化石能源
竞争的优势了。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今年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促进电动汽车发展的政策。事实上，电
动汽车能否得到大范围推广使用，也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模
式是否能够真正实施起来。在合理电力市场
体系的配合下，电动汽车 V2G 模式将能够起
到终端削峰填谷的作用。根据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清泉的测算，2050 年之前，电动汽车
占整个汽车的比例将达到 50%。而仅 2013
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就达到了 1.37 亿辆，可
以想像届时数亿辆的电动汽车分时段充电
放电，将承担起电网削峰填谷的作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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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要推动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模式一定需要方方面面的配
套调整，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更不是
一蹴而就的。从长远看，能源发展的接力棒

终归是要交给可再生能源，它能否担起重
任，也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出路。
信息来源：中电新闻网
http://www.cpnn.com.cn/zdyw/2014

燃煤锅炉将实施节能改造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编制的
《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简称方案)日前对外公布。方案明确，
到 2018 年，推广高效锅炉 50 万蒸吨，高效
燃煤锅炉市场占有率由目前的不足 5%提高
到 40%；淘汰落后燃煤锅炉 40 万蒸吨；完
成 40 万蒸吨燃煤锅炉的节能改造。
我国锅炉以燃煤为主，其中燃煤电站锅
炉近年来已接近国外先进水平，而燃煤工业
锅炉节能减排潜力巨大。数据显示，燃煤工
业锅炉年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
别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33%、27%、9%。近
年来，我国出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与燃煤
工业锅炉区域高强度、低空排放的特点密切
相关。
方案提出了多方面举措。首先是要加快
推广高效锅炉。同时，加速淘汰落后锅炉，

2014 年淘汰燃煤小锅炉 5 万台，2014 到 2015
年淘汰 20 万蒸吨落后锅炉。除必要保留的
以外，到 2015 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地
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全部淘汰 10 吨/时及
以下燃煤锅炉，北京市建成区取消所有燃煤
锅炉；到 2017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基本淘汰 10 吨/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方案提出，要加大节能改造力度，到
2017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能效不达标的在
用锅炉节能改造。新生产和安装使用的 20
吨/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应安装高效脱硫和高
效除尘设施。提升在用燃煤锅炉脱硫除尘水
平，10 吨/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要开展烟气
高效脱硫、除尘改造，积极开展低氮燃烧技
术改造示范，实现全面达标排放。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huanbao.bjx.com.cn/news

河北省建成国内首个“光储热”微电网
近日，国网河北电科院建成国内第一个
“光储热”一体化微电网。微电网包括 795
块光伏板，总安装容量 190 千瓦，年发电量
约为 20 万千瓦时。除日常照明、为地源热
泵供电外，还能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在用
电高峰时段使用。该项目首次将地源热泵技

术融入微电网，用户可利用地热能调节室内
温度，与传统空调相比，年节约电量约 60
万千瓦时，在含地源热泵的多级微电网能量
管理方法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guangfu.bjx.com.cn/news

中国在建核电站反应堆数世界第一 占全球 37％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以及其他
国家的核能企业现在很难守住在中国的业
务。继三年多前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迫使
全球许多国家暂停核项目之后，中国已成为
核能产业最大的成长型市场和少有的亮点。
但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本地企业来为数
十亿美元的核项目建造关键部分，这是中国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的工业民族主义以及对美国供应商的种种
问题感到不满所导致的。
目前，中国建成与在建核电站的地域分
布从北到南是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在各地的 13 个厂
址上一共有 48 台机组在运和在建。2013 年
底，核电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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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核工业聚焦中国的情况下，中国
政府已利用其庞大的市场完成了关键技术
转移并逐步实现本土化生产。在这一过程
中，中国既达到了在国内建立敏感制造技术
的政治目的，也满足了避免因供应商距离遥
远而出现问题的实际需要。
在全球对大型核电项目的胃口正在减
小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核电项目增长中占
据很大比例，原因不仅在于福岛核事故的影
响，还因为新钻探技术的出现带来了低价天
然气的产量大幅增长。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 IAEA)的数据
显示，在全球正在建造中的 71 个核反应堆

中，目前中国在建的有 26 个。世界核能协
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称，中国
还在规划或拟建另外 180 个核反应堆。
中国核建股份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庄
火林更是透露：“目前中国核建已经具备同
时建造 40 台核电机组的能力，拥有包括能
完成多种堆型核电建造技术，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先进技术，也能建成多种规格的商
用核电站。同时，完成了拥有 7 个大类、38
个子类，总共 310 子项的核电建造的标准化
系统，而制造、设计能力也达到了国际标
准。”中国核电，经过 30 年发展出两代核
电机组，成功成为核电领域先进国家。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
http://news.bjx.com.cn/htm

华电首个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近日，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首个分布式屋
顶光伏发电项目——南通滨海园区屋顶光
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该项目由江苏华电通州热电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位于江苏省南通滨海园区。工程

建设规模为 3MW，本期建设 1.87MW，拟安装
250MWp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 7840 块。该项
目建成投产后，将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的分布式发电方式。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guangfu.bjx.com.cn/news

发改委：建设一批远距离跨区输电通道
近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主
题是加快推进重大信息网络、清洁能源、油
气及矿产资源保障等重大工程建设。
发布会由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主持。他
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要求，一方面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大力推进项目核准制度的改革创新，进
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另一方面，按照
补短板、调结构，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
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要求，研究提出并积极
推进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健康养老服
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
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等七个重大工程包。
李朴民说，七个重大工程包的第一个是
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包。这个工程
包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加快国家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市场化原则，鼓励
社会投资参与建设，同时，国家对中西部、

农村等基础条件薄弱地区，将安排一定的补
助资金，引导带动地方、企业加大投资力度，
适度超前发展。二是加快跨区输电、区域主
干电网、城市电网和农村电网建设，增强综
合供电能力。将建设一批远距离、跨区输电
通道，基本满足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
地区 2020 年前的接受外来电力需要，以及
水电基地、风电集中开发区跨区外送电力需
要。三是加快油气管网和储存设施建设，保
障油气资源安全有效供应。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韩水在回答记
者关于“近期重点输电通道情况及实施效
果”的提问时表示，为落实国务院发布的《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家能源局一方面
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常规火电
建设的管理，严控存凝煤电项目审批，推进
现有煤电技术节能减排升级改造；另一方
面，为保障严控期的电力供应，结合煤电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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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开发建设，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
安全经济、科学务实”的原则提出优先建设
12 条西电东送的输电通道。到现在为止，
有 3 条通道已经开工建设，其余的输电通道
也在抓紧做前期的工作，预计明年将陆续开
工建设。
谈及近期开工的重点输电通道，韩水
说：“目前，我们已经开工建设了淮南至上
海、锡盟至山东两条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
输电工程和宁东至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这三项特高压输电工程属于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输电通道的组成
部分，对于提高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外来
电供应和保障能力，缓解环境压力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工程总投资是 683 亿元，预计
向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输电 1700 万千瓦，
年输电量超过 900 亿千瓦时，建成以后每年
将减少这些地区标煤消耗 2700 万吨。”
信息来源：国家电网报
http://www.chinasmartgrid.com.cn/news

残损纸币生物质能发电？
纸币经过一次次的辗转流通、让渡，最
终磨损破旧，退出流通市场。一直以来我国
多以燃烧、造纸等方式处理残损币废料，近
期在洛阳首次利用了生物质能发电方式处
理残损币。据了解，利用残损币发电，1 吨
废料料可发电 660 千瓦时，可代替标准煤，
减少环境污染。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工作人员
介绍，一般纸币经过一定时间流通后，各商
业银行会将残缺、污损等不宜再继续流通使
用的人民币收集整理后，交至中国人民银
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对残损币进行集中销毁
处理，处理后的废料交予企业使用。
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残损纸币一般都
会直接燃烧销毁；80 年代后，大多残损币

废料被用来制造新闻纸、宣纸等纸制品。今
年，首次在洛阳出现以发电方式处理残损
币，进行发电。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
行工作人员介绍，用残损币发电相比于造
纸，更高效地利用了人民币纸张水分低、热
值高的特性。目前，企业利用１吨残损币废
料，可发电 660 千瓦时，按照目前河南省每
年销毁残损币废料数量计算，河南省每年可
利用残损币发电 32 万千瓦时，与同类型火
电机组相比，年可替代标准煤 4000 吨。
据了解，目前在国内将人民币残损币废
料用于生物质能发电的企业只有洛阳一家，
未来该方式或将在全国范围推广。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
http://www.cpnn.com.cn/zdgc

科学家首次研发出二氧化碳矿化发电技术
“矿化 1 吨二氧化碳，能够产出 140 度
电能，同时产出 1.91 吨、价值人民币 2000
元到 3000 元的碳酸氢钠。”近日，中国工
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介绍，其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利用二氧化碳直
接发电的新矿化反应及化学原理。他表示，
这是国际上首次开发出二氧化碳矿化发电
的 CMFC（二氧化碳矿化燃料电池）新方法
和技术，攻克了将二氧化碳作为潜在低位能
源来直接发电的世界性难题。
如今，人类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减排的
矛盾，成为全球性难题。在刚刚结束的 APEC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会议上，中美签署气候变化联合宣言，明确
表示中 国的碳排放量 将在 2030 年达到 峰
值。“利用二氧化碳作为工业原料进行矿化
利用制取各种化工产品，是二氧化碳减排的
一种新策略。”谢和平表示，尽管此前，地
质封存也是大规模处理二氧化碳的策略之
一，且已经在全球不同地区均进行了示范性
研究，但人们更应注重对二氧化碳开发利用
的研究探索。
所谓“二氧化碳矿化发电”，就是将二
氧化碳矿化过程中产生的化学能，直接转化
成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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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谢和平院士课题组的小试实验
中，二氧化碳矿化发电的 CMFC 新方法能够
稳定输出电能，最大输出功率为 5.5 瓦/平
方米，高于部分生物燃料电池 0.01-0.530
瓦/平方米，最大输出电压为 0.452 伏；与
此同时，不同浓度的二氧化碳均可直接进行
矿化发电，不需要进行二氧化碳捕捉过程。
谢和平介绍，为了研究二氧化碳矿化发
电的 CMFC 是否能够直接适用于含氢氧化钙
的工业固废，课题组还直接利用工厂排放的
废弃电石渣和窑灰作为原料，进行实验。结
果表明，两种废渣都能直接用于二氧化碳矿
化发电，电石渣的反应活性与分析纯的氢氧
化钙非常接近。谢和平介绍说，课题组目前
已经成功实现了采用电石渣、有机废碱、水
泥粉尘以及钢渣等工业碱性废物，作为二氧
化碳矿化发电的原料来稳定输出电能，在利
用二氧化碳矿化发电的同时还联产高附加
值的化工产品碳酸氢钠，同时又处理了危害

环境的工业废物，形成了一条对环境友好
的、可持续循环经济发展的二氧化碳减排利
用新途径。
“不过，目前我们仅在小试规模下证实
了二氧化碳矿化发电的可行性，为了进一步
实现该技术的工业化应用，我们还需要作更
多的基础研究探索以及技术攻关研究。”谢
和平说。
下一步，课题组将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碳
矿化发电的功率密度和电能输出效率；针对
不同矿物的化学性质，探索利用不同矿物进
行二氧化碳矿化发电的催化机理和活化方
法；揭示二氧化碳矿化发电过程中涉及的各
种复杂化学反应原理及其机理。此外，在技
术攻关方面，课题组将优化实施二氧化碳矿
化发电的 CMFC 技术与装置的各项参数及其
制造工艺和精度；尽快实施二氧化碳矿化发
电的中试研究。
信息来源：电源在线
http://www.cps800.com/news/54923.htm

国内最大功率电动机试验站成功运行
日前，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
司 18000kW 级电机试验站工程顺利通过验
收，标志着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
高的电动机试验系统调试成功，可以正式交
付使用。
为了提高大型、特大型电机，特别是特
种大型电机的设计开发和综合生产能力，赶
超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上海电机
厂启动大型电机试验站建设。目前试验站已
经完成一百余台/套各类电机试验，试验数
据和结果经分析表明，试验系统及设备达到
预期效果，满足设计及使用要求。
建成后的 18000kW 级电机试验站，其系
统方案以及主要设备均具备国际领先水平。
该试验系统采用静态变频试验电源供电，满
足中高压大型及特大型交流电动机及直流

电动机的试验，并可承担小型汽轮发电机试
验。直接负载试验能力 18000kW，间接负载
最大试验能力达 35000kW。至此，上海电机
厂电机试验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备了
国内最大、最先进的电动机试验站，同时也
是全球综合试验能力最强的电动机试验站
之一。
该项目作为上海电机厂近年来投资最
大的重点项目，试验系统具备高参数、高复
杂性、高水平和高难度，调试难度和风险很
大。继 2010 年完成了全球最大的 1800MW 级
（核电）发电机试验站建设后，本次国内最
大的电动机试验站的成功，再一次体现了
CMEC 在试验站建设领域国际领先的技术水
平和实力。
信息来源:电源在线网
http://www.cps800.com/news/54690.htm

国家“863”计划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满功率运行
日前，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研究院，我
国第一座钠冷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中国
实验快堆（CEFR）首次实现满功率稳定运行

72 小时，其主要工艺参数和安全性能指标
达到设计要求，标志这一重大科学实验设施
设计性能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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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R 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首次达到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表示，
界，并实现 40%功率并网发电，达到了国家
CEFR 是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之一，列
规定的项目验收目标。截至 12 月 18 日 17
入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前沿技术研
时，CEFR 已经累计并网运行 438 小时，累
发目标，是我国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发展的第
计发电量超过 300 万千瓦时，累计上网电量
一步。
超过 180 万千瓦时。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12/308791.shtm

全国商贸物流标准化专项行动全面启动
近日，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国家标准委
行动计划实施时间为 5 年，其中第一阶段为
服务业标准部在京召开商贸物流标准化专
2015-2016 年。
项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全面启动专项行动，
会议要求重点推进企业充分利用专项行
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动的契机，促进企业标准化建设迈上新台
此次会议旨在落实国家标准委和商务
阶。一是要及时将物流标准化工作纳入企业
部今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商贸物流
发展战略，制定实施方案系统推进；二是要
标准化工作的意见》。专项行动包括两方面
与企业发展转型升级相结合，创新经验模
主要内容：一是从托盘标准化入手，在快速
式；三是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带动全
消费品、农副产品等领域，率先开展标准托
行业和上下游企业标准化水平共同提高；四
盘应用推广及循环共用；二是从物流综合信
是要进一步开放物流信息平台，促进物流资
息服务平台建设规范和服务规范入手，增强
源社会化共享；五是要总结推广先进的发展
平台服务功能，促进资源共享和信息互联互
模式，加强互动交流，带动全国物流标准化
通，带动中小微企业组织化、规范化。专项
水平的提高。
信息来源：和讯新闻网
http://news.hexun.com/2014-12-16/171484219.html

旅游服务行业将有国标 境外消费标准出发前明示
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由全国旅游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的《旅行社出境旅
游服务规范》和《旅行社服务通则》国家标
准已经完成报批稿，进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阶段。这意味着，一直只有行业标准而
没有国标的旅游服务行业今后将有统一的
服务规范。
根据《旅行社服务通则》
（征求意见稿），
旅行社应严格履行与旅游者签署的旅游合
同，并提供符合约定的旅游服务。如因客观
原因，旅行社需变更合同内容的，应与旅游
者基本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变更协议或取
得旅游者书面确认。团队进行过程中，如旅
行社与旅游者间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
决、妥善处理。如暂时无法达成协议的，旅
行社应与消费者签署事件备忘录，对争议的
产生、双方确定及未确定的事宜进行描述，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并约定后续处理时间。避免旅游者因为争议
而滞留或拒绝后续服务。旅行社导游、领队
不应以任何借口脱离团队，中断提供旅游服
务，损害旅游者权益。
根据《旅行社出境旅游服务规范》（征
求意见稿），出团前，组团社应召开出团行
前说明会，发放并重点解读根据《旅游产品
计划说明书》细化的《行程须知》、团队标
识和《游客旅游服务评价表》；详实说明各
种由于不可抗力/不可控制因素导致组团社
不能（完全）履行约定的情况，以取得旅游
者的谅解。《行程须知》除补充告知飞机航
班号等交通工具的营运编号和集合出发的
时间地点以及住宿的饭店名称外，还应列明
前往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和有关重要规定、风俗习惯以及安
全避险措施；境外收取小费的惯例及支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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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组团社和接团社的联系人和联络方式；
信息来源:中国会议产业网
遇到紧急情况的应急联络方式。
http://www.meetingschina.com/news9729.html

会议预报
第四届全国电能质量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电源学会电能质量专业委员会和
亚洲电能产业质量联盟中国合作组联合主
办的全国电能质量学术会议已成为电能质
量领域重要的学术交流和行业交流的高水
准平台。按学会工作计划，第四届全国电能
质量学术会议将于 2015 年 8 月 21-23 日在
山东济南举行，征文工作现正式启动。会议
简况和征文具体要求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5 年 8 月 21 至 23 日
地点：山东济南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电源学会电能质量专业委员会
亚洲电能质量产业联盟中国合作组
承办：山东山大华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电源学会
全国电压电流及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三、会议主题
电能质量与高效优质用电
四、征文范围
1.配电网和用电侧电能质量的规划、动态、
标准与趋势；
2.配电网和用电侧电能质量问题及解决方
案；
3.分布式发电和智能微电网领域中的电能
质量问题及解决方案；
4.电动汽车领域中的电能质量问题及解决
方案；
5.轮船、飞机等独立电网中的电能质量问题
及解决方案；
6.电能质量经济分析、节能减排作用分析、
应用情况及工程案例；
7.电能质量的典型问题(谐波、无功、不平
衡、暂降等)分析及控制、综合治理技术与
方法；
8.电能质量的监测、分析、综合评估技术与
方法；

9.新型电能质量控制装置的原理、控制方
法、设计与制造技术以及应用方法；
10.电能质量标准、电能质量管理等进展、
方法、应用。
五、投稿截止日期：2015 年 5 月 31 日
六、奖项设置：本次会议将评出优秀论
文 10 篇，各奖奖金 1000 元；同时会议将推
荐一批水平较高质量较好的论文至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
七、征文要求
1.论文必须是尚未在国内外期刊或全国性
会议集上发表过的，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创新性和实用性；
2.内容要求重点突出、文句精练、数据可靠，
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及符
号，技术术语用国内通用名称；论文字数(包
括题目、摘要、参考文献)尽量控制在 6000
字以内；
3.word 文档，A4 幅面；
4.题目：居中，二号黑体；
5.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居中，宋体小四号，
工作单位加括号；若为基金项目论文请注明
项目名称和编号；
6.摘要和关键词内容为小五号，摘要和关键
词五字为黑体，内容为宋体；
7.正文：五号字宋体，通栏；
8.表格的结构应力求简洁，表序与标题居中
写于表格上方，表内各参数应标明单位，标
题、表序用小五黑体，表内数字用六号宋体；
9.文中代表物理变量的外文用斜体，代表常
量、数学符号及量纲单位的外文用正体，对
数字等的用法也要符合国家规定；
10.引用的参考文献必须注明出处并且是公
开发表过的，文后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请
参照 GB/T771714-2005；
11.请提供作者工作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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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来稿用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征文邮箱，
标题中注明““电能质量会议”，并请注明
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及电子邮件，以便联络。
八、联系方式
中国电源学会电能质量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冯新生 1300202978198
薛艳梅 13379224530

电话：0029-8565691735 转 8106、88609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联系人：雷万钧 1357272480950
电话：0029-8262668666 转 2111
征文邮箱：
zhuhuanweihuhui@cnactction.comom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会展网
http://ex.bjx.com.cn/html/

2015 电子测量与仪器国际会议
日期：2015 年 7 月 16 日——19 日
地点：山东 济南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IEEE 北京
分会
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测量与仪器委
员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文截稿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联系电话：8610-84050563,
8610-64007711-846
E-mail：icemi@vip.163.com
会议网站：
http://www.icemi.cn/index.html
征文范围及要求：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Measurement & Instruments
(ICEMI) will be held on 16-19 July, 2015,
in Qingdao, China. Prospective autho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original,
unpublished papers describing recent
work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areas，but
are not limited to:
Measurement & Test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Sensors and Transducers
Non-electric Measurement
Sensor Network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Data Bus
Networks in Test and Measurement
IOT: Internet of Things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Cyber Physical System
Measurement & Tes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ensors Fusion
Signal Analysis and ProcessingImage
Processing
Measurement System and Theory
Measurement Error Theory
Virtual Measurement
Machine Learn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Data Mining
Massive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Reconfigurable Computing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 Test
Virtual Instrument
Microprocessor and Embedded System
VLSI Testing and Fault Diagnosis
MEMS Instruments and Test System
Testability and Built-in-test
Electronic Instrument & Measurement
System
Optical Instrument & Measurement System
Precision Instruments & Measurement
System
Scientific Experiment and Analytic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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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Instrument & Experimental
International or regional comparison
System
Instrument & Measurement in Research &
Softwar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Embedded System Softwar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Test System Software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Field
Software Test and ReliabilityCondition
Material & Electro-mechanical
Monitoring and Health Management
Engineering
System Condition Monitoring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Component and System Reliabili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ponent and System Fault Diagnosis
Aerospace & Avionics & Navigation
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ment
Automobile Engineering
System Health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alibration and Traceability
Biomedical Instrument and Application
Quantum standards to fundamental
Bioassay
consta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iometric
of units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
DC/Low Frequency measurement standards
Robots
and calibration set
Safety Monitoring Instruments and
High Frequency measurement standards
Systems
and calibration set
Others
Calibration for electromagnetic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Uncertainty evaluation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meeting/notice/meetingAction-53163!detailn

图书馆动态
中文核心期刊栏目更新
图书馆网站的“中文核心期刊”栏目现
已更新，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等多种
期刊遴选目录，可直接下载。下为访问地址
http://www.lib.sie.edu.cn/index/zjzy/
zwhxqk.htm，欢迎广大师生充分利用！
信息来源：图书馆

借阅动态：2014 年 11 月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 10 种书
图书馆 11 月份借阅率最高的 10 种图书
名单如下，读者朋友，您可以了解一下哦！
《火力发电厂锅炉计算知识》、《具有
用（火用）参数的水和水蒸汽性质参数手
册》、《扶摇皇后:终结篇》、《火力发电
厂锅炉计算知识》、《偷影子的人》、《2015

考研数学命题人复习全书,数学一》、《大
漠谣》、《因为痛, 所以叫青春:写给独自
站在人生路口的你》、《鳳斗》、《明朝那
些事儿.第肆部,粉饰太平》。
信息来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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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意校外访问帐号
北大法意已向我校提供两年以上的免
费试用，近期又提供了校外访问账号，用户
名为：lawyee00245，密码：123456 ，登录

地址 http://www.lawyee.org，使用期限
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 欢迎各位读者充分
利用！
信息来源：图书馆

热点关注

～～～～国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
《国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解读与趋势分析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能源发展的行动方略。
今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能
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由此，足见能源战略低位之高。读懂未
来能源战略，对于企业发展、投资决策、行
业研究至关重要。
能源行动计划提出四大战略：节约优
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即，
通过严控能源消费，用较少的资源消耗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以国内供应作为主渠道保障
能源安全，通过发展清洁低碳能源调整能源
结构，用创新驱动能源体制改革和技术进
步。本文通过数据测算和图表，对能源行动
计划解读，并分析能源发展的趋势和路线。
战略 1 推进能源消费革命，严控消费
总量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能源革命”战略。
在行动计划全文中特别突出“推进能源消费
革命”，遏制能源消费无序增长。按照规划，
到 2020 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
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2 亿吨
左右。
中国扛着庞大的能源包袱，创造的价值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一半，单位 GDP 能耗是世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在实行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战略的同时，需要同步转变能源消费理
念，强化工业、交通、建筑节能和需求侧管
理，重视生活节能。以行政调控为主，对能
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耗强度实行双控实在是
不得以的选择。
在经济增长对能源的强依赖下，实行能
源“双控”相当于限定了地方 GDP 增速。在
这种“新常态”下，必须从经济结构调整和
提高能效入手，切实扭转粗放用能方式。
在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出实施煤电升级
改造行动计划、工业节能行动计划，绿色建
筑和绿色交通行动计划，实施新城镇、新能
源、新生活行动计划。工业节能在“十一五”
时期贡献最大，建筑、交通、生活用能等领
域的短板效应正在放大，能源观察认为绿色
建筑、清洁能源汽车、农村能源替代将是未
来的热点。
基于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特点，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的关键是控煤。2013 年我国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是 37.5 亿吨标煤，2020 年
控制在 48 亿吨标煤左右，测算显示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3.59%；2013 年我国煤炭消费总
量是 36.8 亿吨，在 2020 年控制在 42 亿吨
左右，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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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测算 2014——2020 年各年煤炭和能源消费总量如下：

对比“十一五”以来煤炭和能源消费，
有所突破。在稳定东部老油田产量、实现西
未来年均增长的空间被大幅缩减。尤其是煤
部增储上产同时，加大对渤海、东海和南海
炭行业消费被限定在 42 亿吨左右，煤炭产
等海域近海油气勘探开发。我们认为，近海
能和产量的增加空间有限。据行业内统计，
石油的开发应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新亮点，技
目前全国核准煤炭总产能超过 55 亿吨(含
术、装备、人才、财力等将向此领域倾斜。
正常生产、改扩建、规划产能)，已经远远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将大幅
超过需求总量，另外考虑年均 3 亿吨左右进
提升，当然这需要国内增储上产和保证进口
口量，煤炭产能过剩状况仍将持续。
到位为前提。到 202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
战略 2 保能源安全，以国内供应为主渠道
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 10%以上，国内常规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尽管我国强调在
天然气产量 1850 亿立方米，页岩气、煤层
开放的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但能源行动计
气合计 600 亿立方米，按照 2020 年天然气
划仍然将能源安全的筹码放在国内，以增强
消费 3600 亿立方米测算，仍有 1200 亿立方
能源自主保障能力为主。目标是，到 2020
米天然气需要进口。
年，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能源安全保障体
能源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国际合作，提
系。简而言之，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
高优质能源保障水平，加快推进油气战略进
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形成煤、油、气、
口通道建设，在开放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
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供应体
到 2020 年能源自给能力保持在 85%左右，
系，同步完善能源替代和储备应急体系，保
根据 48 亿吨标煤消费量测算，届时能源进
证能源自给能力保持在 85%左右。
口为 7.2 亿吨标煤。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
在传统的油气生产领域，一方面巩固老
2013 年进口石油、煤炭、天然气折合标煤
油田，开发新油田，另一方面要在海上油田
为 7.66 亿吨标煤。
2013 年能源进口量数量

备注：1 吨原油=1.43 吨标准煤，1 吨成品油=1.47 吨标煤， 1 立方米天然气=1.33Kg
标煤，1 吨原煤=0.714 吨标准煤
通过上述测算，能源观察预计在国内能
种看，预计天然气进口量继续大幅增长，煤
源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未来能源进口总量不
炭、石油进口相对稳定。
会大幅增加，反而有所削减。从不同能源品
战略 3 优化能源结构，绿色清洁能源
是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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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调整是老大难问题。能源行动
气比重达到 10%以上，4.8 亿吨标煤以上；
计划给出的路径是：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
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以内，即小于 30
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
亿吨标煤，折算到原煤约为 42 亿吨；石油
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
占比为 13%，约为 6.24 亿吨标煤。
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 15%，约为 7.2 亿吨标煤；天然
2013 年与 2020 年能源结构对比如下：

从上述图表可以发现，2014—2020 年
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和消费总
量将递减。客观上，这与我国的能源禀赋相
匹配，随着国内老油田产量递减，加之西部
油田处于上产期，未来石油供应总量不会有
大幅跃进。
尽管我国不断压减煤炭消费，控制重点
地区、重点领域煤炭消费总量，煤炭所占比
重下降 4 个百分点，但煤炭消费总量仍处于
增长阶段，不同的是煤炭的清洁利用程度将
会提高；在大力发展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的
政策趋势下，两个能源品种的消费量处于快
速增长阶段，产业发展机遇明显。
战略 4 以创新为驱动力，推进能源体
制改革
推进能源体制革命，意味着颠覆延续数
十年的生产模式、市场格局、管理体制。根
据行动计划，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发挥政府监管作
用。

当前，我国的能源体制存在自然垄断、
行政垄断、政企不分等问题，市场竞争不充
分。在能源价格管理上，政府对石油、天然
气、电力存在一定价格管制，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丧失，资源产品价格发生扭曲。
根据行动计划，纳入改革范畴的重点工
作是：能源价格改革，电网和油气管网体制
改革，能源投资准入制度改革、电力市场化
改革、国有能源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
在能源价格改革上，核心理念是放开竞
争性环节价格。从目前各方面改革处于的阶
段看，能源观察认为，电价、油气领域的价
格改革和体制改革是重点，改革的力度将超
乎从前。
从政府职能看，行动计划强调，加强能
源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
施，加快简政放权，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强化能源监管，健全监管组织体系
和法规体系，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

未来六年：中国能源革命之路怎么走
今年 6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研究能源安
全战略问题，就推动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
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作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出了总体部署。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能
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提
出了能源革命路线图的量化目标和实施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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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六年：能源革命之路怎么走
11 月 29 日，北京再陷“霾伏”，PM2.5
爆表，空气重度污染；同一天，在“2014
年搜狐财经变革力峰会”上，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直指经济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病：资
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迫在眉睫。未来
6 年，能源革命之路怎么走?

1.总量怎么控?
目标——
到 2020 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2 亿吨左右。到 2020 年，京津冀鲁四省市
煤炭消费比 2012 年净削减 1 亿吨，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实现负增长。
“要以较少的能源消费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不久前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2014-2020 年)》确定了未来 6 年我国
能源革命的具体路径和目标。按照行动计

划，我国将实施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
低碳、创新驱动四大战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
文科强调，我国历次经济发展都伴随能源高
速增长，现在要用能源的中低速增长来支持
经济转型，不管是哪条路径，都注定是一次
“痛苦的转型”。
“从能源发展的外部条件来看，资源环
境的约束更为紧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李伟指出，自 2013 年四季度开始，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1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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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外依存度为 58%。如不加控制，2030 年
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超过 70%，如此高的依存
度在大国中是少有的，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
度最高为 66%，目前已下降到 50%以下。另
外，大气污染的公众承受能力已经到了临界
点。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产业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毅军认为，打造中国能源升级
版，首先要实施能源总量控制，推动能源消
费革命。改变以往敞开口子供应能源的思
路，通过能源总量的约束，形成节约型的生
产方式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11 月 29 日起，国家提高了汽油和柴
油的消费税，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
我国将逐步形成以环境税、消费税等为主体
的绿色税收体系，建立价格等市场调节手段
为主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刘毅军说。
2.结构怎么调?
目标——
到 2020 年，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
以内。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
15%，常规水电装机达 3.5 亿千瓦左右，风
电装机达 2 亿千瓦，光伏装机达 1 亿千瓦左
右。“中国频繁出现的雾霾给大家带来很大
的忧虑，雾霾是怎么产生的?很大程度上是
煤炭的燃烧产生的。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去
控制煤炭，去集中使用。但是最根本的办法
就是减少煤炭的使用。”国务院研究室综合
研究司副司长范必指出。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关于优化能
源结构的第一条就是降低煤炭消费比重。行
动计划削减京津冀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
域的煤炭消费总量。同时，控制重点用煤领
域的煤炭消费，到 2017 年基本完成重点地
区燃煤锅炉、工业窑炉等天然气替代改造任
务。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2 亿吨左右。
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是调整能源结构的
主攻方向。优化能源结构的路径是：降低煤
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
展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安
全发展核电。行动计划提出，按照输出与就
地消纳利用并重、集中式与分布式发展并举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的原则，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切实解决弃
风、弃水、弃光问题。到 2020 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我们的决心是很大的，但目前中国工
业化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还在进行艰难的
调整，城镇化刚刚要大规模地起步。传统能
源的比重降低，对于经济发展、就业以及地
方政府都会带来很多挑战。”科技部新能源
国际合作办公室副主任赵刚指出。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支
持。目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发文支持分布式
能源，建设示范工程，给予税收、政策的支
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明确的新能源补
贴。
3.改革怎么办?
目标——
中国将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到 2020 年
基本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市
场体系。纳入改革范畴的重点工作是：能源
价格改革、电网和油气管网体制改革、能源
投资准入改革、电力市场化改革、国有能源
企业改革。
刘毅军认为，体制革命是能源生产革
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推进和实现的根本
保障。“改革成功的标志是，能源体制能够
发生重大转变，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体制革命调动方方
面面的积极性，推动能源革命的实现。”刘
毅军指出。
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推进政企
分开，分离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放
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
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鼓励和引导
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
的领域，推动能源投资主体多元化。
能源价格，是市场化面临的最迫切考
验。
在能源价格改革上，将重点推进石油、
天然气、电力等领域价格改革，有序放开竞
争性环节价格，天然气井口价格及销售价
格、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形成，输配
电价和油气管输价格由政府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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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必认为，能源价格是所有的价格里受
府的管制，允许市场里有更多的、相对独立
到政府管制最严格的一部分，包括气价、电
的市场主体”。
价、热价，“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调整政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http://news.bjx.com.cn/html/20141204/570184-2.shtml

摆脱化石能源 听《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 2050》怎么说
摆脱化石能源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 2050》
主要结论

主要观点：

分布式光伏在政策导向下将由 16%的市
场份额逐渐扩大，近中期内将和集中开发持
平，中远期看，分布式光伏受建筑资源饱和
的限制而趋于市场稳定，而集中式光伏电站
将由于足够的荒漠戈壁资源、电网建设和消
纳能力的加强而更具强劲开发潜力。

太阳能光伏发电电池技术研发将保持
活跃，提高转换效率及降低制造成本仍是未
来主要发展方向。
光伏发电成本仍会保持下降趋势，2025
年将全面实现光伏平价上网。

太阳能热发电，中期内作为中间负荷与
峰值负荷有望实现与常规能源的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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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能通过太阳能碟式热发电及太阳能冷
热电联供技术的突破，来推进分布式应用。

电力供应中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达到 91%，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占了 86%。

太阳能热利用中技术成熟、广泛应用的
方式集中在中低温领域。近中期内，太阳能
热水三联供(供热水、供暖和供冷)系统的成
本将大大降低，可以实现商业化开拓。从中
远期看，太阳能中温热利用在工农业领域有
望发挥巨大节能减排作用。

2050 年一次能源供应量 34 亿吨标准
煤，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 66%以上。2050 年
非化石能源产量 22.4 亿吨标煤，到 2050 年，
国民经济要 7 倍于 2010 年的水平，年均增
长速度在 5%左右。届时人均 GDP 是 3 万美
元(2005 年的美元价值)。

中国生物质能发展路线图：

生态环境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
我们能够实现的话，各种污染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重金属的排放量低于中国 1980
年的排放水平。205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30
亿吨，2010 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是
67 亿吨，届时人均排放 2.17 亿吨。我给大
家两个数据，2010 年世界平均水平人均 4.4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90 年世界平均水平人
均 3.99 吨。电力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 14 亿
吨，2010 年电力部门排放量是 32 亿吨，下
降一半多，这就是 91%非化石电力的贡献。
所以如果实现这个情景，中国将真正进入生
态环境美好美丽中国的时代。

中国生物质能的资源主要来源是社会
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和废弃物。
中国未来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仍将坚持
“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基本原则。
到 2030 年，中国各类生物质能技术提
供能源产品的成本均可等于或低于同时期、
同类化石能源产品的总成本。
2030 年前，生物质能产业主要以发展
生物质发电、供热和生物燃气为主。
2030 年后，生物液体燃料将进入高速
发展时期，原料增量将基本用于生物液体燃
料的生产需求。

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情景的可行性。在我
们情景设计里，到 2050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
应该是 5 亿辆左右，这当中 4 亿辆是电动车。
未来电力将主宰能源系统，风电、太阳能发
电将主宰电力系统。能源的供应将依托能源
互联网，这 4 亿辆电动汽车首先就对未来电
力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支撑。4 亿辆电动汽车
将支撑电力系统的稳定、可靠，甚至更高效
的运行。

综合资源、技术和市场容量等因素分
析，到 2050 年，生物质能利用可替代化石
能源总量将超过 3 亿吨标准煤。
到 2050 年，生物质能资源可获得总量
约为 6 亿吨标准煤，其中能源作物和植物的
可获得量约为 1.5 亿吨标准煤。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中丹可再生
能源发展项目执行主任王仲颖：

为什么?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电动汽
车支撑北京电力系统的模拟分析。北京现有
汽车保有量接近 600 万辆，假设 2030 年发
展到 1000 万辆，如果其中 50%，也就是 500
万辆是电动汽车的话，每辆电动汽车为电网
的贡献反馈按照充电的 7 个千瓦，这辆电动
汽车续航能力在 100-120 公里左右，可以拿
出 7 个千瓦给电网做贡献。届时 500 万辆电
动汽车就可以将北京的电力峰谷差削平。

我个人觉得第一步的研究成果，就是中
国 2050 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暨途
径研究。
给大家展示的是第一步研究成果的结
果，2050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方向到底得出
什么结果，到 2050 年终端能源消费量 32 亿
吨标准煤，电力占整个终端能源消费 60%以
上，直接消费的化石能源为 9 亿吨标准煤。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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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思考，技术进步。摆在我们面
前的就有美国的特斯拉，续航能力在 500 公
里以上，最近看到网上的消息，西班牙石墨
烯电池可以使电动汽车续航能力达到一千
公里，如果续航能力达到稍微保守的 300 公
里，每一辆电动汽车给电力系统贡献就可以
从 7 千瓦增加到 20 千瓦。那时仅电动汽车
这一项，200 万辆最多不超过 300 万辆电动
汽车，就可使北京的电力系统没有峰谷差。

征。过去是有限的几座大电站，现在已经变
成了几百座分布式电站，除风电外，大部分
以天然气和生物质能为燃料。丹麦 50%电力
是热电联产的电厂生产的，特别时期运行非
常合理。丹麦热电联产普遍都有储热设施，
把多余的热能存储起来，存满了就可以发
电，这样的能源效率是非常高的。即使是丹
麦火电机组也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最低的
处理丹麦多次给我们介绍，可以达到最大负
荷的最高处理的 10%，这在我们这里是难以
想象的，就不用说做了。

电动汽车只是未来众多支撑电力系统
的技术之一，未来还会有各种储能技术，智
能信息传递和控制技术等等。

我们想的不是技术问题，更多的应该是
利益问题，这就表明丹麦不仅具有先进的清
洁能源技术的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已经建
立了一套科学的实验清洁能源运行的管理
体系。丹麦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
形成了历史增长的发展理念，2009 年就制
定了到 2050 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消费的宏
伟战略，并且在脚踏实地的进行实施，不是
空谈。2020 年他们的目标是风电占到全部
发电的 50%，可再生能源要占到全部能源消
费的 35%，这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
做出了表率，也是需要我们去很好学习和借
鉴的。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高虎：
总的来看我们国家风能资源足够支撑
我们大规模风能发展的目标。国家也制定了
九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级别，布局在三北和
沿海地区。我们对七大基地各个时间节点发
展做了研究，具体结论是七个基地经济可开
发量可以达到 10 亿千瓦以上。
我们国家太阳能资源也是非常丰富，即
使中东部资源不是特别好的地方也远远比
欧洲好得多。太阳能利用技术很多，包括热
发电，在这些技术路线之中也都存在自我相
互竞争的关系，所以做路线图是非常难以很
准确描述各个技术未来发展方向。但是不管
怎么样，成本不断下降，技术的不断创新，
使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太阳能热利用主要
的发展驱动力。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特
别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增加。与丹麦相
比，我国能源供应主要是煤炭，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在能源电力消费比重都比较低。特别
近几年北方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一方面
大量燃烧煤炭，另一方面许多清洁电力无法

生物质能技术比太阳能利用技术还要
复杂。总的来看生物质能潜力非常大，可以
达到三亿吨总的规模，目前来讲利用量不
大，只有 10%。针对废弃物、种植类作物，
农林剩余物做了未来可获得量的研究，不同
时间节点，现在来看纤维素类农业废弃物总
量来说还是最大的。

并网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丹麦专家
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这也表明我们还没有建
立起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
体系，还没有建立起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
理念和意识。
通过中丹项目合作，我们既认识到了我
们与丹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也通过了解
丹麦高比例情景能源方面的成功经验，更认
识到了我们国家未来清洁能源空间和潜力
是巨大的，必须下更大的力气做好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工作。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着力推动能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
丹麦是全球风电占全部发电量占比最
高 的 国 家 ， 13 年 发 电 量 占 到 全 部 发 电 量
32%，丹麦生物质能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比
重也达到了 18%，目前丹麦已经是典型的分
布式能源系统，具有未来电力系统的典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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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产消费革命，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
合声明中已经提出中国将在 2030 年碳排放
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达到 2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思路，
在努力提高利用效率的同时必须要着力推
动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丹麦的成功经
验也坚定了我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信心和
决心。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我们可以开发更多的
天然气，可以建设更多的核电，但不可以依
靠煤炭，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规律。
目 前我 国 的煤 炭 产量 已 经超 过 40 亿
吨，不仅带来生产安全问题，还造成了大量
的采空区土地塌陷，也带来了严重的地下水
资源的破坏，大气和土壤的污染等生态问
题。铁路近 60%是运输煤炭，无论如何实现
煤炭清洁利用，开采和运输带来环境和社会
问题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要实现国家现
代化比较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最终摆
脱对煤的依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要
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有认识才会有
行动。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我们应该看到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没
有一个是以煤为主的，大部分都是石油天然
气为主，而且都在实现能源转型，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明确的目
标。所以我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是支撑
不了国家现代化的，这可能是一个国际的经
验，要想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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