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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훐맺짺컯훊돉탍좼쇏닺튵뮯뒵쿬듳랢햹뫅뷇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课题组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从 2012 年 6 月《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

研究报告》完成，到 2014 年 5 月这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在清洁能源供应不足、

大气污染治理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这些变化之中最突出的不是产业本身，而是对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说是对生物

质能供热产业的重新认识。这些认识包括：第一，旗帜鲜明地明确了生物质成型

燃料是清洁能源，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第二，应用生物质成型燃料工业锅炉替代

燃煤工业锅炉是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第三，发展成型燃料产业是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解决和实现区域供热的一个现实方法。这些在磨砺之后认识上的提升，

是多年来对生物质成型燃料不断实践的总结和提高，是形势发展的要求，是产业

化发展在认识上的准备，更是吹响了从科学认知到产业化发展的进军号。在这段

时间里我们还欣喜地看到，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本身还在顽强地生长，在局部上

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行业龙头迪森热能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在创业板成功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成

功展示了行业的运行模式——合同能源管理和产业链细分。前者将单纯的燃料公

司在增加技术含量后将初级产品升值，转变为热力公司，不仅为生产的成型燃料

和成型燃料锅炉开拓了比较稳定的市场，而且扩大了公司的服务范围和利润空

间。后者分离出公司并不擅长的、与农村打交道的成型燃料生产这个环节，使之

在市场中独立发展。迪森公司专门进行自身优势资源整合，发挥长项，聚焦在开

发市场、管理和供热方面。到目前为止，迪森公司已完成 60 多个供热项目，年

应用生物质成型燃料 40 万吨。这样公司不仅扬长避短，自身获得了主动发展，

在市场中游刃有余，又为产业链建设中的成型燃料规模化生产和供应实践了一个

成功范例。

从事压块成型燃料的龙头企业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有限公司也是孜孜不倦，稳

步推进。他们大力投入研发力量不断改进压块成型设备，以农业剩余物为主要原

料布局了上百个成型燃料生产点，签约数十个成型燃料锅炉供热项目，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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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等方面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调研中我们还惊喜地发现，以江苏宝祥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几家企

业，实践了以稻草为主要原料规模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并应用于生物质锅炉供

热的案例，其生产应用规模已达 11 万吨/年，成功解决了稻草的收储运难题，为

稻草的能源化利用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案例中地方政府的

作用功不可没，他们把稻草拥有者（农民）、成型燃料生产者（公司）和热力需

求者（企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考虑，政策引导，疏堵有治，奖惩结合，造就

了江苏宝祥、国绿、爱能洁等公司，在泰州地区开辟出一片天地。

建设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厂是这段时间行业呈现的另一个特色。生物质成型

燃料规模化生产是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2013 年北京宝利特木煤机械制造公

司承建了佛山沃德森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颗粒燃料的生产线、河北丰宁宏

森集团公司年产 20 万吨颗粒燃料生产线，提高了自动化水平，改善了生产环境，

开创了制造安装年产 10 万吨（以上）现代化成型燃料生产线的先河。尽管目前

还没有完全达产，但这些尝试将最终引导成型燃料生产厂逐步走向标准化和规模

化建设，无疑对产业化发展也是有力的推动。

尽管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上述变化，生物质成型燃料这个远没有成熟的产业

和它的不起眼的区域市场，还是没有踏上发展的康庄大道，产业中的每一个企业，

包括业内比较成功的大企业，仍在磕磕绊绊中艰难前行，产业整体的基本状况没

有得到改变，其关键障碍依旧是成型燃料没有名分，和推动产业发展的相关配套

政策没有到位。与此同时，虽然生物质能源“十二五”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到

2015 年实现全国生产利用 1000 万吨成型燃料的目标，和新形势下的防治大气污

染、新型农村建设的重大目标等，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实现这些目标存在

着很多问题和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第二阶

段的课题《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中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第二期课题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生产与应用典型案

例、最佳实践（包括地方政策、商业模式等）的总结、宣传和推广；完成对生物

质固体成型燃料地区规模应用的环境效益的分析和评价；推动生物质成型燃料在

京津冀空气污染防治区的规模化应用；撰写关于中国成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建议稿）。在第二期课题进行之中，令课题组非常兴奋的是得到了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的支持，站在新形势新使命的高度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角度，

因势利导，为课题的展开推波逐浪。2013 年 12 月，由我会主办的首届生物质能

供热高峰论坛在广州胜利召开，可以这样说，这次论坛就是吹响了生物质成型燃

料产业化发展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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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论坛

但是还必须看到，造就一个产业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和风能、太阳能

相比，生物质成型燃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和难点，它远不止是企业问题和技术

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产业链的上游囊括农业、农村、农民和林业，涉

及体制、观念和文化，再加上农业剩余物的收储运问题，用任重道远来说毫不为

过。产业链的下游是企业、技术和市场，虽然环节多而弱小，但关键是市场。现

在主要市场已经明确，就是用成型燃料锅炉替代燃煤工业锅炉（包括重油等污染

燃料锅炉）供热。只要宣传成型燃料典型案例样板和成功经验，树立成型燃料的

行业信誉，制定好相关标准和规则，开发、建设和造就一定规模的成型燃料供热

市场是完全可能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终将拨开雾霾，

迎来大发展的春天。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祝愿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顺利地走

上产业化发展的大道！

뮯뷢뗍첼랢햹죚쓑쳢뗄맺볊뺭퇩

当前，世界各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的严峻挑战，都在积极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选择向低碳发展迈进。我国早在 2010 年就开展了低碳省区和低碳

城市的试点工作，但是在现实中面临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的就是低碳发展的融资

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以全球每年 GDP 的 1%进行低碳投资，就可以避免

将来每年 GDP5%~20%的经济损失。按照 2013 年我国 GDP 总量计算，中国向低碳

经济转型所需要的资金为每年 5688 亿元。预计到 2015 年，中国低碳融资总量需

要达到 19600 亿元，届时中国将面临 12200 亿元的资金缺口，相当于 2015 年中

国 GDP 总量的 1.88%。如何化解低碳发展的融资难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多

元化的融资渠道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政府的公共财政投资。由于

在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低碳项目的收

益并未完全显现，发达国家在公共财

政的支持下，通过立法保障、财政投

入、税收激励等方式主导企业和低碳

项目投入。比如在 2009 年，英国政府

就宣布了4.05亿英镑的资金计划用以

支持英国发展世界领先的低碳工业和

绿色制造业，提供 3.75 亿英镑支持公

共建筑和家庭采取措施，提高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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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使用效率。从 2000 年至今，英

国政府已累计投资了 300 多亿英镑用

于支持低碳技术改造，从根本上解决

了英国企业在低碳技术改造过程中的

资金缺口问题。同时，英国通过直接

的财政预算支持碳信托基金的建设与

运营。2001 年英国就创立了碳基金，

旨在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提高能源效

率、减少碳排放和投资低碳技术开发。

从 2001 年至今，累计投入 3.8亿英镑，

帮助众多英国公司累计减排1700多万

吨，节省能源支出超过 10 亿英镑。此

外，英国政府为提高企业使用能源的

效率、调整能源结构和促进节能减排，

对企业征收气候变化税。但在具体征

收时，又通过调低企业雇员的国民保

险金、强化投资补贴项目和碳基金等

措施将部分税收返还给企业，以减少

企业的负担。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京

都议定书》，但是近 20 年来通过《清

洁空气法》《能源政策法》《低碳经济

法案》等，采取了多种财政税收政策

发展低碳经济。2009 年颁布了《美国

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该法案是美国历

史上最大的新能源投资方案，计划投

入超过 900 亿美元用于新能源的开发

和利用，引导社会投资流向节能领域。

美国政府计划到 2025 年，新能源的发

电量所占的比重将从 2012 年的 10%增

加至 25%。此外，美国政府还投资 1500

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开发基金”，致

力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低碳

技术的开发。

二、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在政

府公共财政投资的基础上，发达国家

纷纷通过财政贴息等激励政策，鼓励

银行等信贷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低碳经

济，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开发新能

源、降低碳排放和发展低碳技术的企

业提供绿色贷款。而金融机构自身，

作为履行社会责任也开始推行绿色金

融活动，将贷款资产项目与技能减排、

环境保护相结合。在 2003 年，全球领

先的 10 家商业银行推出“赤道原则”

之后，国际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

迅速发展，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绿色

信贷产业和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和完

善。在 2005 年年底，荷兰银行相继推

出了水资源、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

环境指数等环保概念的理财产品，使

银行与客户在获取丰厚投资收益的同

时，间接实现社会责任。同时，荷兰

银行将最初单一的信贷业务，逐步拓

展为涵盖理财产品、信贷金融、投资

基金等多种形式的产品服务体系，不

仅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更对环

境保护和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英国巴克莱银行在 2003 年综合

考虑了社会和环境因素，制定了涵盖

所有融资调控，涉及 50 多个行业的信

贷指引，该信贷指引，在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努力下，成为全球 170 多个

金融机构的信贷指引模板，为全球商

业银行评估和信贷审核提供了重要导

向。日本瑞穗实业银行为了推动绿色

信贷的发展，不断强化金融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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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大宗商品衍生品和专门与生态、

环境相关的结构性产品，不断创新可

再生资源和碳交易的企业经纪业务，

并推进可再生能源私募基金等，从而

使得低碳项目融资总量大幅提升，其

业绩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三、碳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融

资。自从《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着手碳交易市场的建

设。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遵循“限制和交易”的原则，依据每

年规定的碳排放总量向企业发放碳排

放指标，若超额排放，将遭受重罚，

若减少排放，则可获得碳信用。碳配

额和碳信用可以作为许可证在碳市场

交易。美国早在 2003 年就建立了芝加

哥气候交易所，主要为承担自愿减排

任务的10个州和自愿减排企业提供交

易服务。韩国在 2012 年 5 月通过了全

国碳交易体系法案，企业可以买卖碳

排放许可或者去购买联合国清洁机制

框架下的碳汇，满足自身排放需求。

鉴于碳交易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

达国家对低碳产业的政策倾斜，低碳

企业现在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最受欢

迎的投资目标。汇丰银行的资料显示，

全球低碳行业的上市企业（包括可再

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

理和垃圾处理企业）的年收入，到 2020

年将超过 2 万亿美元。因此目前全球

范围内的 12000 家对冲基金，管理着

约 2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超过 5%的

对冲基金选择和环境与气候相关的金

融产品作为投资对象。凭借符合国际

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导向，加上

成长性好，潜在盈利力大的原因，发

达国家的低碳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

不仅化解了自身融资难题，而且有助

于从整体上提高整个上市公司的质

量，更有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长远发

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低碳发展潜力巨大。就制约我国低碳发

展融资方面的因素来说，除了财政资金供给与低碳融资需求不匹配外，还存在

着商业银行和私人资本的融资动力不够、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方式单一、碳交

易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低碳发展的严峻形势，化解突

出的融资问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除了继续完善支持性和鼓励性的

公共政策，比如加大财政投入，建立专项碳基金外，还应鼓励各类银行不断加

大绿色信贷的比例，积极争取国际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资本对低碳项目的支持。

同时，应积极创新碳金融工具，完善碳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从而为低碳发展

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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싌즫뗍첼돉쪱듺훷쇷 뷚쓜럾컱튵폐췻펭믆뷰웵믺

中国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费大国，节能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至 2015 年，节能服务行业

的产值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均将较 2012 年再翻一番。

如今，“十二五”已即将结束，节

能减排的完成进度离目标尚存差距，

推进形势十分严峻。2014年 5月26日，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发 布 关 于 印 发

《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的

通知，督促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

降碳目标。

在《行动方案》中可以看到，到

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4.5

万亿元，单位 GDP 能耗、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

别逐年下降 3.9%、2%、2%、2%、5%以

上，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两年分

别下降 4%、3.5%以上。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分析节能减

排降碳工作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时指

出，一是部分地区指标完成进度滞后;

二是转方式调结构任务十分繁重，一

些落后技术设备仍在使用，部分行业

产能严重过剩;三是环境质量不容乐

观，特别是雾霾天气范围扩大。

面对当前的工作形势，《行动方

案》从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建设节能减排降碳工程、狠抓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强化技术支撑、进一步

加强政策扶持、积极推行市场化节能

减排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和监督检查、

落实目标责任等 8个方面提出了30项

措施要求。

就加快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来

说，《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对服务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的督促检查，力争到 2015 年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分别达到 47%和 8%左右。

发展节能服务产业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政府、

协会和节能服务公司要承担不同角

色，必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在目前阶段具有双

重意义，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工业生产

领域，减轻环境压力。另一方面，能

够拉动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增加节能

环保大型工程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缓解

我国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客观需要，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环保欠账多，

生态保护任务重，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

环保产业大发展，技术和服务两

手都要抓。但在技术和服务中，更多

业内人士认为环保服务业应获得更多

支持。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就坦言，服

务市场为技术产品市场提供了真正的

推动力，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技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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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根本进步。因此，今后一个时

期，推动环保服务业发展，将是我国

环保产业的发展重点，用环境服务业

的发展来带动环境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从而提升环保产业的整体水平。

节能环保服务业涵盖节能环保技

术服务、节能环保咨询服务、节能环

保设施运营管理、节能环保贸易与金

融服务等众多门类，是生产性服务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目前欧美

国家环保服务业已占整个环保产业的

50%以上，而国家工信部此前公布的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也

已明确，节能环保服务业是面向工业

生产必须加快发展的五大生产性服务

业之一。

2014 年又是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新

开始一年，新的一年延续节能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通过有效带动节能技术

研发创新、节能产品制造、节能工程

设计、节能咨询评估等相关行业和机

构的大力发展，加快形成以节能服务

为核心的配套产业链，节能服务产业

必定成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首，节能环保产业中最重具市场化、

最具成长性、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

朝阳行业。

市场永远是敏感的。如今，环保服务业越来越“热门”，这块巨大的“蛋糕”

也让很多机构、企业或是投资人虎视眈眈。更有一些嗅觉敏锐的，早已经闻风而

动逐入“蓝海”。业内人士认为，在国家政策对环保服务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明确

以及鼓励和提振下，环保服务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不言而喻。环保企业纷纷转型进

入环保服务业或是巩固在行业的竞争优势，是必然的。而关于“转型”，业内人

士也普遍认同，在环保产业，从单纯的技术、产品生产，向产品生产和综合服务

相结合发展，正成为一个趋势。这与国际上通讯行业的发展一样，手机等产品的

生产，不再是中心，而成为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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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쓟캬뚷ꎺ뾪웴컒맺뗍첼탍뒰뿚뗄벸뗣틢볻

倪维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动力机械工程专家，清华大学热能系教授、中

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副主席。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

部科技委主任。

要建立“协同””(Synergy)的思想，从各种能源、原料、工艺过程、终端产品

等方面，尽可能地贯彻协同，以达到最大限度利用原料的能量和物质的目的，这

也是本世纪人类尽可能缩小面对大自然不断扩大的“赤字”的重要措施。

长远来看，智能电网、智能能源网、智能水网、智能天然气网，四个网整合、

协同起来，是未来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趋势。大自然给予我们各种资源，人们

一定要合理、科学地应用，把它们所能提供的“潜力”用足，而不能高能低用，

“暴殄天物”。

另外一点，电网要以公益性为先。电网的应得收入要予以保障，但要调整营

利机制，允许分散、分布式就近接入交流电力系统，形成千家万户开发利用新能

源的局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可再生能源一定要努力和其他能源协同。从传统

角度看，每一个产品仅使用它的传统原料，实际上从能源利用和物质利用来看，

都是十分浪费的。在 21 世纪，人类必须要“告别”这种单一的利用。比如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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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铝是从氧化铝电解，每吨电解铝要消耗 16000 度电。那么是否可以用风电来

电解铝呢？不用电网，在有大量风电的地方建铝厂，用铝厂来消耗多余的电。氯

碱工业、海水淡化也是如此。现在沿海也缺水，南水北调花费很大，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可以利用风电和太阳能将海水淡化。风电还可以和煤的多联产结合起来，

现在煤的转化需要氧气，但是提取氧气很耗能，如果用风电电解水，是可以得到

氧气和氢气的。

再重点谈一下对太阳能的协同利用。一般来讲，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本身制造

过程中要消耗大量能源，而薄膜太阳能 PV 虽然用材少，制造过程能耗小，但是

光—电转换效率相对较低。近几十年寄予希望的光热发电，由于目前的聚光技术、

中间加热介质技术不成熟，使蒸汽参数（主要是温度）受到限制，从而整个系统

转换成电的效率较低，只有约 20%~25%。其实太阳能热利用有很大潜力。既然太

阳能是分散的、能量密度很低的能源，是否一定要费很大的“劲”去提升它的聚

光温度呢？聚光温度越高，投资越大，相应的损失也越大。是否能在较低温度范

围用太阳的热能，然后和别的高能量密度的化石能源相协同？其实只要在较低温

度段用太阳能加热工质，而靠别的能源（如煤和天然气等）把工质温度提上去，

这样太阳能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避开劣势，与传统化石能源各得其所。

把太阳能变成整个加热过程的其中一段，不仅使太阳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且

减少了化石能源消耗，煤“站”在太阳能的“肩膀”上发挥了潜能。太阳能热利

用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例如农产品的干燥，可以和热泵结合以保证合适的

干燥过程；还可以用于建筑制冷和采暖等。

总之，要建立“协同””(Synergy)的思想，从各种能源、原料、工艺过程、

终端产品等方面，尽可能地贯彻协同，以达到最大限度利用原料的能量和物质的

目的，这也是本世纪人类尽可能缩小面对大自然不断扩大的 “赤字”的重要措

施。

挖掘传统能源潜力综合利用能源

2011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总量近 1000 亿 m3，对外依存度达 30%。按照规划，

2020 年天然气的消费总量将达 3000 亿 m3，这是一支巨大的能源“生力军”。它

必然会引起我国能源系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它是清洁能源，可利用的潜力温度

比较高，且是便于分配、运输的燃料，这个变化来的势头可能要比可再生能源所

引起的变化大得多、快得多。

时至今日，天然气的产量，包括引进与自产的总量和用量已经大幅度增加，

我国对如何利用天然气一定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战略安排，对其将要引起的能源

系统“革命性”的牵引要有充分认识。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天然气在应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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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发挥其高潜力温度的优势，这也是衡量天然气是否被正确利用的一个重要

标准。从这个标准出发，天然气用于直接供暖，用于蒸汽系统发电都是不合适的，

是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在技术上进一步挖掘传统能源的潜力，另一方面要更

加综合有效地整合各种能源的利用。首先，要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

源消费总量，减排各种污染物，尤其是 CO2。例如，天然气的高效利用可以缓解

能源安全危机，使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 65%以内。其次，在满足经济发展对能

源需求的条件下可以减少煤电站的建设。到 2020 年天然气的分布式 “三联供”

至少可以少建 50~60 套百万等级的燃煤电站。尽可能减少煤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

比重，这对控制 PM2.5 也能起到较大作用。另外，分布式电站不同于传统的电、

热、冷联产，而是因地制宜，尽可能和可再生能源耦合起来，比如风电、太阳能

PV、太阳能热利用、生物质以及各种热泵，使之组成一个高效、低污染，能适应

广泛负荷变化的能源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用以天然气为核心的分布式

能源系统能更好地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要促进真正意义上的

智能电网的发展和应用，就必须使信息技术真正地和能源技术结合起来，形成能

源信息技术 （Energy-InformationTechnology）。从长远来看，智能电网、智能

能源网、智能水网、智能天然气网，四个网整合、协同起来，是未来能源可持续

利用的必然趋势。最后，要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如燃气轮机和各种热泵等，

其中燃气轮机已列入我国新的重大专项。只有有了应用火车头，才可能促进新兴

产业的发展。

总之，大自然给予我们各种资源，人们一定要合理、科学地应用，把它们所

能提供的“潜力”用足，而不能高能低用，“暴殄天物”。

根据倪维斗院士所作报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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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荐

헜듯뿆벼ꎺ쇷돌릤튵쾵춳뷚쓜벼쫵

1. 风机系统节能增效的高端控制装备与技术（BFEE）

目前市面上关于循环水节能的技术五花八门，但是归结起来无非都是换泵、

变频或者冷却塔水轮机等的单点改造措施，这些改造措施都过于片面，许多都是

牺牲他处的能耗来实现自己的节能，最终结果往往是综合节能量不高。针对这个

问题，哲达潜心研究了循环水系统节能增效的高端控制装备与技术（WECS）。

WECS 是根据流体力学与热交换原理，分析工业循环水系统能量输配与交换

效率，并采用先进节能控制方法结合智慧阀门、智慧能源、工业变频等技术，对

工业循环水系统中水泵、阀门与管网、终端热交换器、冷却塔等单元进行优化控

制，提高工业循环水系统整体能效，达到综合节能目标。

其包括以下几项子技术：

1）智能平衡高效输配技术

2）基于终端温控的泵阀一体智能运行优化技术

3）多参数补偿的冷却塔优化运行技术

4）工艺循环水流程智慧能源管控技术

通过上述几个技术的使用，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节能，节能效果要显

著高于单点节能技术，目前已经在冶金，石化和化工等行业广泛应用，节能效果

突出，普遍节能率都在 30~60%。

2.压缩空气系统节能增效的高端控制装备与技术（CAEC）

压缩空气系统电能消耗占流程工业能耗的 8~10%左右，年耗电量约为 2140

亿 kWh，其中有效能耗只占 60%，其余 40%的能量（约 860 亿 kWh/a）被白白浪费

掉，空压系统的节能亟待高效开展。哲达成功研发了压缩空气系统节能增效的高

端控制装备与技术（CAEC）。CAEC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分析压缩空气系统能量

输配效率，并采用先进节能控制方法结合工业变频技术、综合余热回收技术、高

级测控技术，对压缩空气系统中的空压机、后处理设备、管网阀门、终端设备等

单元进行优化控制，实现压缩空气系统整体节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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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括以下几项子技术：

1）主机高效化技术

2）高效分级输送技术

3）空压机变频优化控制技术

4）空压机智能群控技术

5）压缩空气后处理节能技术

6）压缩空气余热回收技术

7）管网泄漏智能检测技术

8）终端设备高效化技术

通过上述几个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节能，节能效果要显

著高于单点节能技术，目前已经在冶金，化工，电子和化纤等行业广泛应用，节

能效果突出，普遍节能率都在 20~40%。

3. 风机系统节能增效的高端控制装备与技术（BFEE）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电机年耗电量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65%以上，其中风

机系统的年耗电量约占工业总耗电量的 40%，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风机系统的耗

电量已经刻不容缓。针对风机系统高能耗这一现状，哲达自主创新研发成功了风

机系统节能增效的高端控制装备与技术（BFEE）。BFEE 根据流体力学与先进控

制方法，采用先进节能控制方法结合智慧阀门、工业变频等技术，对风机系统进

行优化控制，提高风机系统整体能效，达到综合系统节能目标。

其包括以下几项子技术：

1）高效节能风机技术

2）风机变频阀门一体化控制技术

3）自适应防喘安全控制技术

4）风机运行能效优化技术

5）系统能耗监控管理技术

通过上述技术的集成应用，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节能，综合节能效果

要显著高于单一节能技术，目前已经在冶金、化工等流程工业广泛应用，节能效

果突出，普遍节能率都在 20~30%。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智慧流体系统节能技术，从用户需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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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示

样性出发，以系统节能为核心，应用自主的节能产品、节能系统和节能服务体系，

面向流程工业公用工程，所开发的系统节能技术直接促进工业企业流程的能效可

视化良性循环，实现运行过程的持续节能减排。

如需详细了解技术情况请联系秘书处电话：010-66161508

훐맺뗍첼뺭볃랢햹듙뷸믡

맘폚헷벯늢뒴붨좫맺ꆰ뗍첼뺭볃뿆벼쪾랶믹뗘/쿮쒿ꆱ

뗄춨횪

中促会字[2014]30 号

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低碳经济领域信息化建设、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我会将继续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基地/项目”征集及创建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发挥典型

示范意义，向全社会推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的低碳科技成果，有力促进了低碳科技成

果产业化。请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积极指导并做好推荐申报工作，有关事宜如下：

一、征集范围和重点

1、优先推荐在行业中处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申报。

2、优先推荐创新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在工业产品质量保证能力建设、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品牌和标准建设上成效比较突出的企业申报。

3、重点推荐在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工业、节能减排治污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有特点、

有成效、示范意义突出的企业申报。

4、重点推荐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单位申报。

二、申报条件

1、具备当地部门认可或推荐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企业、团体等。

2、具有区域代表性。在确保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示范基地”不但是当地同领域的代表，

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全国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3、具有发展特色。“示范基地”不但项目和技术具有减缓碳排放，而且有可综合发展产

业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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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之窗

三、申请与审批

（一）申报材料

1、《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基地申请表》。

2、企业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重大科研成果的证明材料。

3、有关节能环保、安全生产达标方面的证明材料。

4、企业简介、企业营业执照、证书等有效证明材料。

（二）审批。由我会召集评审委员会集体认定，并报理事会审批后，由促进会正式行文，

颁发证书和授牌。

（三）请各单位将同意后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二份，加盖牵头单位公章，并将电子版文件

发电子邮箱 clcepa@126.com，于2014年7月31日前报促进会办公室。审报材料请联系办公室

领取。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董伟

联系电话：010-66161508 传 真：010-66186576

网 址：www.clcepa.org 邮 箱：clcepa@126.com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四北二条 21 号院 1 号楼 7212 室（100034）

附件：1、创建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基地工作方案（参考大纲）

2、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基地申请表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뢱샭쫂뎤떥캻ꎨ듺뇭ꎩꎺ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溪洛渡右岸电站 17 号机组并网发电

5月 26 日下午，溪洛渡右岸 17 号机组结束 72 小时试运行，正式并网发电，

这是电站计划投产的 18 台 77 万千瓦大型水轮发电机组中第 16 台，也是倒数第

3台投产发电的机组。截至目前，电站投产机组容量已达 1232 万千瓦。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电光伏叠层硅基薄膜组件获得 TUV 莱

茵认证

近日，国电光伏生产的叠层硅基薄膜组件全面通过 IEC61646 和 IEC6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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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系列严格测试并获得 TUV 莱茵认证，这标志着国电光伏叠层硅基薄膜组件

的质量、安全性能、环保降耗等诸多技术指标达到或已超过欧盟地区标准，公司

叠层硅基薄膜组件取得了抢滩欧盟等光伏高端市场的“绿卡”。

山西潞安集团：集团煤制油项目新产品高熔点费托蜡正式进入市场

日前，潞安集团煤基合成油公司的新产品高熔点费托蜡正式进入市场，这标

志着潞安集团已成为国内首家具备生产高熔点特种蜡的企业，结束了进口蜡对国

内高端蜡市场的长期垄断。2012 年，集团正式启动费托蜡的精品深加工工程。

2014 年 4 月 10 日正式生产出第一袋高熔点费托蜡产品，日产量大约 25-30 吨。

第一批高熔点费托蜡产品也将陆续投放市场。

샭쫂믡돉풱떥캻ꎨ듺뇭ꎩ

河北新奥集团：新奥集团与施耐德电气组建合资公司 发力分布式能源市场

6月 6日，国内著名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奥集团与全球能效管理

专家施耐德电气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新智能源系统控制

有限责任公司。

伴随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强力推进以及能源体系加速变革，分布式能源将迎来

高速发展期。按相关规划预计，到 2020 年，全国仅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

规模将达到 5000 万千瓦，各类分布式能源系统总装机规模有望接近甚至突破 2

亿千瓦。面对新机遇，新奥集团和施耐德电气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组建合资公

司拓展该领域相关业务。

山东卓达集团：卓达集团全力进军竹产业

作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和绿色新型材料生产商的卓达集团启动竹产业项

目。卓达竹产业将在湖北、安徽、江西、四川、福建、浙江等竹资源集中地，采

取自主建设工厂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深度挖掘当地竹资源，生产竹钢产品，用

于建造绿色建筑、修建马路，研发制造家具、生活用品，同步开发竹下经济、观

光旅游、医药制品等产业业态，在资金、研发、销售等领域提升行业水平，促进

竹产业市场健康发展。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液化空气集团新近与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展开合作

液化空气集团新近与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熊猫与夏普液晶

显示器的合资企业）在华签订一项重要的长期合同，液化空气集团将投资约

2,500 万欧元，建造一套大型现场制气装置，为位于江苏省南京液晶谷的中电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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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动态

猫新工厂生产超高纯氮气和所需的大宗气体，并建造相应的后备基础设施。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宁德核电 2 号机组

投入商运

5月 4日，经过 168 小时试运行试验考核，经福建省电力公司确认合格，中

广核宁德核电站 2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随着宁德核电 2号机组商运，福建省在

运核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217.8 万千瓦，日发电量约 4800 万千瓦时，预计全年将

实现上网电量 130 亿度，相当于福建省 2013 年全社会用电总量的 7.64%。

훐듙믡ퟩ횯뾪햹ꆰ훐맺뗍첼뺭볃풺쪿볒캫랻탐ꆱ믮뚯

在我会山东工作部配合及潍坊市招商局精心组织安排下，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促进会与潍坊市人民政府于 5月 29 至 30 日共同组织了“节能减排－院士专家潍

坊行”活动。活动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会副主席倪维斗教授带队，中促会副理

事长徐刚、秘书长李鹏等领导与节能联盟技术单位共 13 人组成节能工作组，针

对潍坊市内电厂、化工企业节能改造、建筑节能及水资源保护利用领域通过实地

考察、听取汇报、研讨座谈及技术对接等活动深入了解潍坊有关企业在低碳循环

发展、节能减排中的问题与需求并展开交流对接。活动内容有：

1、举行了“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报告会。报告会于 5月 30 日上午举行，倪

维斗院士做了“北京 PM2.5 与冬季采暖热源的关系及治理措施”为主题的报告。

从空气污染、pm2.5 成份、来源、燃煤热电联产技术案例及应用分析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说明及沟通，并结合潍坊发展现状讨论了热电联产煤改气等相关问题。潍

坊市直部门领导、高耗能骨干企业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报告会”取得了园满成功。

2、举行了“低碳节能技术推介与融资座谈会”。低碳节能技术单位做了国内

外领先的低碳节能技术、产品方面的推介演讲。企业负责人根据需求，与节能技

术专家及融资单位的同志开展了互动交流、合作洽谈。节能小组成员、潍坊相关

企业负责人 60 多人参加了会议。

3、深入企业实地调研。5月 29 日全天由徐刚副理事长带领节能工作小组成

员，深入山东海化集团、绿霸化工有限公司、润丰化学有限公司、寿光巨能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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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联盟化工集团、山东潍焦集团、世纪阳光纸业、元利科技、潍坊特钢集团

等重点高耗能企业开展现场调研及节能需求对接活动。潍坊市招商局、滨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潍坊市高新区等领导及相关企业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陪同调研。

促进会办公室主任董伟、山东工作部孙保华陪同参加上述活动。

훐듙믡뢱훷쾯탬뗂쇺풺쪿떱톡훐맺릤돌풺뢱풺뎤

在近日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

副主席徐德龙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徐德龙简历：

徐德龙，毕业于东北大学获博士学位，我国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2003 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国家发明四等奖 1项，国家科技成果推广奖 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省

部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 13 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和陕西

省三五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兼任中国侨联第八届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侨联主席，

陕西省科协副主席，陕西循环经济工程技术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促会副主席，2013 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

맺볒쓜풴룟킧쟥뷠솶붹벼쫵훘뗣쪵퇩쫒춨맽움짳

国家能源高效清洁炼焦技术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北京通过了国家能源局组织

的专家评审，评价结果为优秀。专家组由我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化工系费维扬教授等化工、能源、环保领域的专家组成。

专家组认为，申请单位具有良好的研发试验条件和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在炼

焦能源高效利用与转化、炼焦清洁生产与资源循环利用、焦化副产品精细化加工

等方面拥有多项自主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积极开展产学研

合作，获得一批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

쳆횾쏴뢱쏘쫩뎤듸뛓뢰뛵뛻뛠쮹쫐쎺뮯릤ꆢ뗧솦웳튵뗷퇐

4 月 27 日至 30 日，在我会副理事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

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许柏年同志的重视协调下，在鄂尔多斯市政府及经信委的周

密安排下，唐志敏副秘书长带领国电龙源节能公司、北京神雾集团、北京成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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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科技公司等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一行 8 人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亿利资

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新奥新能源有限公司、华能达拉特电厂、宝恒煤焦电有限

公司等企业开展低碳节能技术推广应用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通过座谈交流、技术推介、数据采集、实地察看、问题探诊等方

式，初步了解了上述企业节能减排的有关需求和预计空间，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及

工程技术人员对一些重点方面初步产生了合作意向。

秘书处有关同志、鄂尔多斯市经信委有关领导、上述企业有关领导及工程技

术人员参加和陪同调研。

报：顾问主席团、理事会

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气候司、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环境保护部污

防司、科学技术部高新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交通部科技司、财政部

税改司、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司、联合国环境署、山东省经信委、潍坊市人

民政府、潍坊市招商局、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鄂尔多斯市经信委、中促会

理事会成员单位、山东工作部及合作单位

责编、设计： 丁丁 董伟 编审：李鹏

电话：010-66161508 传真：010-6618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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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

2014 年 6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