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绿电”生产的产品，

未来在国际市场将更有竞争

力。吉林谋划在白城、松原建

设两个“绿电”园区，采取新能

源直供园区用电，打造“新能

源+储能+局域电网”的源网荷

储模式，实现绿色用电，降低用

电成本，形成电价洼地，吸引用

电大户落户，促进老工业基地

绿色低碳振兴。

◎新华社记者 褚晓亮 姚 湜

2020 年，三峡集团在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研发制造、海上风电重大装备国产化、智慧水

务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创新成果，共 24项成果

获省部级及行业学会科学技术奖。三峡水利枢

纽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完成

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转入正常运行新阶段。

新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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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白鹤滩水电站 14 号机组发出了

并网调试的第一度电，此举标志着世界首台百万

千瓦水电机组正式进入并网试验阶段。机组并

网进行一系列负荷试验后，将正式投产发电。而

当白鹤滩 16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时，一天的发

电量可供我国 1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

白鹤滩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战略、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支撑性工

程。电站全面投产后，将成为仅次于三峡电站的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6月16日，世界第七、中国第四大水电站——

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 72小时试

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正式投产发电。至此，

乌东德水电站12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

苗族自治县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

交界的金沙江河道上，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

家重大工程，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

航运。电站共安装 12 台单机容量 85 万千瓦水

轮发电机组，是目前世界上已投产单机最大的

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 389.1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可

节约标准煤 122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50

万吨。

在滚滚长江的支流、干流建设有长江三峡

水利枢纽、葛洲坝、高贝坝、乌东德、白鹤滩、

溪洛渡、向家坝水等水电工程，它们共同构建

起长江清洁能源经济走廊，为全国各地提供

绿色电能，在保障长江流域防洪安全、航运安

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走进三峡电站的左岸电站厂房，14 台 70 万

千瓦巨型机组的机头“蹲坐”一排。尽头处，一面

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于高墙之上，红灯闪烁的机

组正在发电。

庄严肃穆，独属于这座世界上总装机容量最

大的水电站。

坐拥 32 台巨型机组的三峡电站，总装机容

量 2250 万千瓦，是我国“西电东送”“南北互供”

的骨干电源点，也是世界水电制高点。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样的表述并非夸大其

词：在这座拥有强大电力生产运行核心能力的电

站里——

一秒钟，在线监测系统可处理 75 万多组运

行数据。

一分钟，智能巡检机器人可完成巨型机组风

洞设备的 10米巡检。

一小时，创新工作室可完成水轮机开机、空

载、发电、停机全过程动态仿真模拟，仿真精度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一年，电站可生产约 1000 亿千瓦时的清洁

水电，替代 3000多万吨标准煤，相当于 10余万公

顷的阔叶林在吸收二氧化碳。

三峡电站拥有丰富的绿色资源，生产安全、

稳定、可靠的清洁电能。工作人员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三峡电站承担了 G20 杭州峰会，以及将要

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等重要会议和活动的保电任

务。2019 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

海举行，三峡电站向华东区域输送约 34 亿千瓦

时清洁电能。

截至 2020 年 12 月，三峡电站累计生产优质

清洁电能超过 1399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

煤 4 亿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 亿多吨，有力

支撑了华东、华中、广东等地区电力供应，成为我

国重要的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在优化能源结

构、维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实现全国电网互联

互通、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安全可靠的清洁能源“点亮”神州

“自 1993 年成立以来，三峡集团始终坚守发

展清洁能源主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

团，清洁能源装机比例达到 96%，清洁能源发电

量稳居国内第一，为中国清洁低碳、绿色发展注

入蓬勃动力。”三峡集团董事长雷鸣山说。

2020 年 6 月 28 日，在三峡集团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党建工作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对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

发电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勇

攀科技新高峰”“努力把乌东德水电站打造成精

品工程”。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

峡集团干部职工鼓足干劲，踏实工作，扎实推进

乌东德、白鹤滩精品工程建设，坚定不移打造全

为中国绿色发展注入蓬勃动力

“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

靠自己拼搏。”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峡工程时的

谆谆嘱托言犹在耳。

谈到近些年三峡集团在科技攻关方面取得

的成绩，三峡集团科技与信息部有关负责人如

数家珍：乌东德水电站创造了世界上最薄的

300 米级特高拱坝、世界首座全坝应用地热水

泥混凝土的特高拱坝等一系列世界纪录和无缝

大坝的世界奇迹，突破并掌握 10 余项关键核心

技术；

白鹤滩水电站主要特性指标均位居世界水

电工程前列，在 300米级拱坝中复杂程度为全球

之最，创造了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圆筒式尾水调压井规模、地下洞室群规模等

六项世界第一，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

10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将在白鹤滩水电站投

产发电，引领我国进入世界水电“无人区”，有力

推动我国水电装备制造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

长龙山工程作为我国机组额定水头最高的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和工程建设难度在国内

乃至世界抽水蓄能电站中名列前茅；

亚太地区最大 10兆瓦海上风机在福建福清

兴化湾试验风场并网发电，海上风电机组一体化

控制系统国产化研究顺利完成攻关……

“我们有信心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

决当好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队。”该负责人表示。

2020 年，三峡集团在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研发制造、海上风电重大装备国产化、智慧

水务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创新成果，共 24 项

成果获省部级及行业学会科学技术奖。三峡

水利枢纽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

奖”，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转入正常

运行新阶段。三峡升船机工程荣获有国际工

程咨询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菲迪克工程项

目优秀奖。

书写科技自立自强的三峡答卷

构建构建““清洁能源走廊清洁能源走廊””
““绿色引擎绿色引擎””伫立长江之上伫立长江之上

◎本报记者 何 亮

球最大的沿江清洁能源走廊。

乌东德水电站，所有机组已投产发电；白鹤

滩水电站，300 米级双曲特高型拱坝建成后，奔

腾的江水将转化成强大的电能；6月 7日，在浙江

安吉，三峡集团建设的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 1号

机组 100%甩负荷试验顺利通过，试验期间，机组

运行平稳，振摆数据优良，首台机组安全准点投

产发电进入倒计时阶段。

“风光三峡”“海上三峡”“海外三峡”……一

个个大国重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建成运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清

洁动能，为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截至目前，三峡集团累计获取新能源资源、

新投产装机容量不断突破：亚太单机容量最大

10 兆瓦海上风机在福建福清兴化湾并网发电；

东北地区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辽宁大连庄河 30万

千瓦项目全容量并网；江苏、广东、福建等区域 5

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初具规模；在内蒙古

乌兰察布一次性获取全球最大“源网荷储”300

万千瓦项目并开工建设。

记者了解到，三峡集团境外业务分布在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可控、在建、权益装机超过

1700万千瓦，境外资产总额约1700亿元，成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主力军。

“这是三峡人向党的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

礼，这是三峡人为共和国建设的一个又一个大国

重器，这是三峡人为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的不懈努力。”雷鸣山说。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 通讯员王宏霞 李延和）6月 24日，记者从国

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青海电力）获悉，近日青海新能源发电

最大出力达 99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风力、光伏发电分别出力 116

万千瓦、878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出力占比达到 79%，占当时全省用电负

荷的 104%，有效支撑了全省电力电量平衡和清洁能源外送。

青海是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资源富集省份，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

大。近年来，青海深入创建清洁能源示范省，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十三

五”以来，青海新能源装机占比由 30%，提高到 61%，新能源装机占比位居

全国第一。2020 年，青海电网新增并网装机 861 万千瓦，全部为新能源。

截至 2021 年 5 月底，青海电网总装机规模 4050 万千瓦，其中水电 1193 万

千瓦、光伏 1591万千瓦、风电 853万千瓦、光热 21万千瓦。

国网青海电力全力服务新能源发展和消纳，从新能源调度管理、检修

计划安排、共享储能市场化交易等方面深挖潜力，多措并举促进新能源消

纳。“十三五”以来，在持续优化网架结构的同时，累计投资建成 14项清洁

能源外送能力提升工程、27 项并网工程，建成投运世界首条新能源外送

大通道——青豫特高压直流工程，有力支撑了青海海西、海南两个千万千

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提升了青海新能源外送能力。与此同时，青海

电网持续加强能源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应用，破解新能源发展难题，新能

源利用率始终保持在 95%左右。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青海新能源累计发电量872.64亿千瓦时，相当

于节约原煤消耗392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458万吨。今年1至5月，青海省

新能源累计发电量148.4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42.2%。

994万千瓦

青海新能源发电出力创新高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作为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和东北

唯一的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2020年大连石化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

2761 亿元，工业占比 40.80%，在国内石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副省级以上城

市中位居前四。6月 24日，记者获悉，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发

布了石化产业链的布局方向。

长兴岛（西中岛）石化产业基地是大连石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长

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广志介绍，大连已形成三

大石化产业集群，初步构建了“炼油—对二甲苯化工（PX）—精对苯二甲酸

（PTA）—聚酯”芳烃产业链和“炼油—乙烯—聚烯烃”产业链基础。从产业

规模看，中国石油大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石化）三大炼油厂合计炼能5050

万吨/年，居国内首位；恒力石化和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PTA总产能1700

万吨/年，成为全球最大的 PTA产业基地；恒力石化和大连福佳·大化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PX总产能590万吨/年，居国内首位。

杨广志表示，未来大连市石化产业发展将重点依托恒力石化 2000万

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及未来西中岛 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为行

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基础原材料。同时，重点向下延伸化工新材料产业链、

芳烃产业链、烯烃产业链、海洋化工产业链以及氢燃料电池产业链。

到2030年，长兴岛（西中岛）石化产业基地炼油总能力将达到4000万吨

级、芳烃1000万吨级、乙烯1000万吨级，成品油收率低于33%，化工新材料和

高端化学品比重达30%。到2035年，大连全市化工产值达到8000亿元，实现

绿色、低碳、高端、可持续和安全发展，成为世界级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大连长兴岛布局产业链

打造世界级石油化工基地

科技日报讯 （李迪 陈科）6 月 22 日，在位于文莱达鲁萨兰国大摩拉

岛上的恒逸文莱每年 2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园区内，装置技术人

员正在对一套特大型变压吸附提纯氢气装置进行日常“体检”，目前由西

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化工）研发的该装置已正常运

行 610天。

据介绍，该装置是迄今中国出口海外最大的变压吸附装置，也是迄今

成功投运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最大规模的变压吸附装置。目前该

装置在国内也有应用，能有效提高氢气回收率，减少原料气消耗，降低能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对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西南化工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健介绍，变压吸附技术与碳—化工技

术集成，能发挥出高效分离净化与高效催化净化的综合优势。目前，西

南化工研发的大型化变压吸附系统工程技术实现了对国外技术的替代

和超越，已建成数十套大型变压吸附装置，广泛应用于炼油化工、煤化

工、氢能、工业尾气回收利用等行业，实现了碳资源高效转化利用并支

撑碳减排。

高效转化利用碳资源

变压吸附装置国内外显身手

青海海西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内的光热电站定日镜青海海西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内的光热电站定日镜
王国栋王国栋摄摄

在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的华能通榆良井子风

电场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忙着对风机基础承台

进行混凝土浇筑。“要浇筑 108座这样的承台，安

装 108座风力发电机。”项目负责人说。今年，吉

林省在白城、松原推进新能源、绿电产业示范园区

建设，促进老工业基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借资源优势发展绿色能源

吉林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土地平阔，是国内

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优越的区域之一，发展空间

巨大。

在这样的资源优势下，吉林规划绿色能源建

设，在白城、松原等地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

力争到“十四五”末，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

到 3000万千瓦，助力绿色低碳化振兴。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省工业产业大量消耗

能源。吉林省能源局局长王相民说：“碳达峰、碳

中和的内核是推进经济体系、产业体系、能源体

系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绿色

化变革。”因此吉林省结合清洁能源发展，也在布

局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汽车方面，吉林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打

造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智能绿色交通出行

链、智慧能源链等，构建智慧绿色城市生态系统；

石化方面，吉林谋划实施的吉化 120万吨乙烯项

目，全部使用本省清洁能源。

投资纷至凸显“绿能”前景

在吉林省白城市华能通榆新华风电场控制

室，工作人员在几台电脑上查看风力发电机的工

作运转情况，窗外巨大的风力发电机稳定运转。

今年 1 至 4 月，华能通榆新华风电场共计发

电量 28846.54 万千瓦时。负责人王明星说：“与

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 22.06 万吨标准煤、

209.78 万吨水，减少 486 吨烟尘、3886.97 吨二氧

化硫排放。”

6 月 4 日，央企助力吉林振兴发展座谈会在

长春举行，能源合作是企业着重关注的领域之

一。目前，华能、大唐、华电、中广核、三峡集团等

能源开发企业，以及远景能源、金风科技、三一集

团等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已经陆续进驻吉林。

“绿电”氢能助力地区发展

在新能源发电基础上，吉林省还在谋划利用

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制氢，延伸新能源产业链，

建设“绿电”园区。

白城市位于科尔沁草原东部，风能、光能资

源丰富。白城从 2018 年开始谋划建设“中国北

方氢谷”，利用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进行电解水

制氢。不同于煤制氢、石油天然气制氢等方式，

电解水制氢没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等污

染物排放。

“这种方式制出来的氢在使用环节，不管是

直接燃烧，还是通过氢燃料电池转化成电能等，

直接排放物都是水，全流程都是绿色的。”白城市

能源局局长张晓波说，氢作为工业原料和工业燃

料，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子、冶金、航空航天、

食品加工、建筑材料等行业，可以形成“绿电”工

业园区。

专家认为，使用“绿电”生产的产品，未来在

国际市场将更有竞争力。吉林谋划在白城、松原

建设两个“绿电”园区，采取新能源直供园区用

电，打造“新能源+储能+局域电网”的源网荷储

模式，实现绿色用电，降低用电成本，形成电价洼

地，吸引用电大户落户，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低

碳振兴。

“绿能”“绿电”助老工业基地低碳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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