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时报/国事

责编 / 彩英 版式 / 兴信 校对 / 兴信

A11

大西北新能源再调查：
“风光”无限好
□新华社记者 杜刚 骆晓飞 王衡
距离我国第一座风力发电场——新
疆达坂城风电一场建立已有 28 年。如
今，
在风能、
太阳能丰富的西北大地，
一座
座
“风车”
如森林般矗立，
绵延数十公里的
光伏电站已是寻常事物。这些清洁、
充裕
的新能源不仅将
“风光”
盘活，
还借助特高
压将电能传输到远方，
为我国优化能源结
构、
改善生态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绿色发动机”在西北荒滩建起

清洁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酒泉-湖
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带电投
产，
重点支撑酒泉风光电输出。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李晖说，
目
前酒湖特高压已输送电力 23 亿千瓦时，
年底有望达到 60 亿千瓦时，
其中约 4 成是
新能源电力。在新疆，通过哈密南-郑
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借助
新能源与火电打捆外送、电力援疆等方
式，
新能源电力外送比例超过 20%。
推动市场化交易，如新能源场站与
燃煤自备电厂替代交易、弃风弃光跨省
跨区交易等，也为西北新能源消纳提供
了更大空间。西北五省今年签订交易框
架协议，将一个时间段的外送疆电“提前
存入”和“取出”，避免了部分时段输电通
道“卡脖子”
难题。

丝绸之路沿线的新疆、甘肃、青海、
宁夏和陕西，拥有良好的风光能资源禀
赋，近年来新能源装机迅速增长。国家
能源局西北能监局数据显示，西北地区
去年风电装机容量总计 4329.7 万千瓦，
占全国风电装机的 29%；光伏装机 3037.4
万千瓦，占全国光伏装机的 39%。广袤
推动新能源制造走向世界
的西北，同华北、东北共同构筑起我国能 “风光”
源供应的“绿色发动机”
。
目前，西北地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
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积极
新能源制造产业链，不仅培育出金风科
反应，2016 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
技、特变电工等本土企业，还吸引了天合
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统计显示，去年
能源、中船重工、中车集团等企业落户。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量增长的
武钢介绍，经过 20 年发展，公司业务已拓
40%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北地
区的风光电。
展到世界 20 多个国家，建设了 9 个风电
由于新能源装机规模大，西北更成
机组生产基地，成为全球领先的风电整
为全球探索能源发展趋势的试验区。6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特别是公司自主研
月，青海实现全省 7 天全水、风、光供电， 发的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技术，已成为业
这场不间断“绿电 7 日”在全国属于首次， 界标杆和发展方向。去年，金风科技风
也是世界上清洁能源供电时间较长、供
电机组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70%。
今年 5 月公司成功收购澳洲大型电力零
电难度较大的一次尝试，显露出我国能
源结构“清洁转型”的巨大潜能。
售商 Origin Energy 在当地最大的待建
风电项目，并负责 25 年内的运营服务。
新能源限电
“紧箍咒”松动
我国新能源制造领域的发展使越来
受需求萎缩、电价等多重因素影响，
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合作
新能源的弃风弃光近年来一直萦绕在业
意愿。在巴基斯坦，新疆特变电工承建
界心头。特别是新疆和甘肃，2016 年弃
的巴基斯坦第一座装机容量达 100 兆瓦
风弃光皆位居全国前列。在各方努力
的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已投入运行。金
下，限制新能源发电的“紧箍咒”今年上
风科技也为中西亚国家多个风电项目提
半年显示出松动迹象，新疆和甘肃的弃
供了性能优异的产品和技术支撑。
风率同比皆下降超过 10 个百分点，弃光
“从国外向我们传播新能源技术，到
率分别下降 6 个和 9 个百分点。
我 们 作 为 传 播 者 ，向 国 外 出 口 先 进 技
据国网新疆电力公司介绍，电力部
术。”武钢说，我国风电产业已形成较为
门今年打破过去分省备用模式，实施全
完整的产业体系，其研发设计和制造能
网统一调度，尽可能压减火电开机，增加
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进一步缩
新能源消纳空间。同时，将新能源外送
小。
优先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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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渐完善的电力输送通道也为中东
部消纳西部新能源提供了技术条件。6
月，总投资达 262 亿元的我国首条大规模

喜迎十九大

再看中国西北角

我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超 27 万吨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13 日 电（记 者 高
敬）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说，我国自
1991 年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积极
推动国内履约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累
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超过 27 万吨，为
公约有效履行贡献了重要的中国力量。
9 月 16 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在
12 日举行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
特利尔议定书》缔结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上，李干杰说，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结三十
年来，淘汰了近 99%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生产和使用，实现了巨大的环境、健康和
气候效益，被誉为全球环保合作的典范。

李干杰说，我国积极推动国内履约
工作，成立国家保护臭氧层领导小组，出
台《中国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国家
方 案》，制 定《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管 理 条
例》，先后实施 31 个行业淘汰计划，关闭
相关生产线 100 多条，在上千家企业开展
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推动全行业技术
进步和绿色转型升级。
据了解，
臭氧层是一个脆弱的气体保
护层，
防止地球受太阳光线有害部分的损
害，
有助于保护地球上的生命。蒙特利尔
议定书的宗旨是采取管制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措施，
以保护臭氧层不受破坏。

天舟一号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 李国
利 杨欣）9 月 12 日 23 时 58 分，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顺利完成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
验室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
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后组织实施的系列拓
展试验项目之一，旨在验证货运飞船的
快速交会对接能力，进一步发挥任务的
综合效益，为我国空间站工程后续研制
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舟一号是我国首艘货运飞船，4 月
20 日从海南文昌发射。天宫二号是我国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去年
中秋夜升空。
试验开始前，地面科技人员对天舟

一号先后实施了 4 次轨道控制，保证天舟
一号与天宫二号快速交会试验的初始轨
道条件，
完成了相关试验准备。
12 日 17 时 24 分，
地面判发指令，
控制
天舟一号转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
分
远距离自主导引和近距离自主控制两个
阶段实施。在远距离自主导引段，
天舟一
号自主导引至远距离导引终点；
在近距离
自主控制段，
天舟一号在天宫二号的配合
下，利用交会对接相关导航设备，完成与
天宫二号交会。之后，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
号对接机构接触，完成对接试验，整个过
程历时约 6.5 小时。后续，天舟一号还将
视情开展第三次、
也是离轨前的最后一次
推进剂在轨补加试验。

治国理政论坛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西安 9 月 13 日电 9 月 12 日至
13 日，
中宣部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治国理
政论坛
“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系列理论研
讨会”第四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全面从严治党”
。中央有关部门、
社科研
究单位、
高校、
理论工作
“四大平台”
、
陕西
省社科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地
方负责同志共 120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热
烈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
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不
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的根本保证。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必须坚持问题
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抓住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两个重要抓手，以
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9 月 13 日，浙江舟
山，渔船陆续回到沈家
门水产码头卸货，再开
往就近的沈家门渔港
停泊避风。目前，今年
第 18 号台风“泰利”逐
渐逼近浙江沿海，或将
严重影响舟山。该市
防汛防旱防台指挥部
于 9 月 12 日 17 时 30 分
启动防台风 IV 级应急
响应。
中新网

“海上联合-2017”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俄参加演习
新华社青岛 9 月 13 日电（记者 陈曦
张俊）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7”联演第
二阶段演习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于 13 日
从青岛某军港起航，赴俄罗斯符拉迪沃
斯托克参加演习。
第二阶段演习以联合救援和保护海
上交通线为课题，参演的中国海军舰艇
编队由导弹驱逐舰石家庄舰、导弹护卫
舰大庆舰、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和援潜
救生船长岛船组成，并携带舰载直升机、
深潜救生艇、陆战队员等兵力。中俄双
方在港岸阶段将开展陆战队比武、专业
交流、体育比赛等活动，海上阶段演习在
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海域展开，包括潜
艇救援、编队防空、编队反潜、编队反舰、
联合解救被劫持船舶、联合救助遇险船

舶等课目。
与历次“海上联合”联演相比，这次
演习首次将演习海域拓展至鄂霍次克
海，首次组织联合援潜救生演练，首次组
织多兵种、多机种、多舰种联合反潜演
练，是在第一阶段演习基础上的又一次
深化和拓展，海区陌生、课目复杂、挑战
性强。
“海上联合-2017”演习是中俄两国
海军组织的年度例行性演习，旨在巩固
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
两军友好务实合作，增强两国海军共同
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不针对第三
方。7 月 22 日至 27 日，中俄海军在波罗
的海完成了“海上联合-2017”第一阶段
的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