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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概念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

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未来

发展的重要目标。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或许，这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来说是个难得的良机，

必须也必然意味着，中国要经历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变革的时代。

绿色能源梦

能源梦的提出离不开时代经纬。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有过两次重大的能源结构转型：蒸汽机的发明使能源主

体由薪柴转向煤炭，工业革命的爆发标志人类进入煤炭时代;内燃机的发明使

石油成为了工业的血液，人类由此进入了城市化的阶段，迈入了石油时代。 

如今，经济全球化、低碳经济化和科技创新三大动力共同推进了全球能源

结构新的转型。当今欧洲的能源结构代表了世界能源未来的方向：煤炭的比重

只占总能源消费的15%左右，而可再生能源则接近了25%，天然气比重上升，

石油比重下降。

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是能源有危机，生态有约束，经济无热点。对此，只

有突破能源的资源瓶颈、技术瓶颈、市场瓶颈，才能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科华恒盛智慧电能助力中国能源梦

作为中国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科华恒盛基于电

力电子变换技术，在新能源、高端电源、数据中心等智慧电能业务拥有坚实的

应用基础和领先的技术水平。       

在新能源领域，科华恒盛以提供光伏、光热、风电、微网、储能电站等其

它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方案，支持新能源产业稳健发展。在高端电源，通过

开发高效节能电源产品方案，广泛应用于金融、交通、通信、政府、工业、国

防、教育、传媒、互联网等政企用户，且为支撑国产自主核电清洁能源发展，

科华恒盛自主开发了高可靠核电UPS电源产品，为核电事业发展和走出去，

积极贡献力量。在数据中心领域，科华恒盛通过提供绿色智慧数据中心及云计

算数据中心运营租赁服务，带动行业节能降耗 。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下，科华恒盛提出打造生态能源互联网，

如协同张家口市政府，通过打造智慧能源云平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大

气污染治理、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以及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

会提供重要可再生清洁能源支撑和保障，对于全国乃至全球可再生能源应用发

展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展望未来，梦想依然可期。中国很大、梦想亦很大，当“能源梦”映进现

实时，天将更加蔚蓝。

让“绿色能源”点亮未来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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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机型   小有乾坤
科华恒盛新一代节能高效UPS震撼上线

应用场景：
商超、金融网点、场馆、企业办公等，

帮助行业用户提升显著的经济效益。

    智能互联

● 完善的通信管理功能，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

● 智能化电池管理技术，使用更放心

● 输出兼容性强，满足多国家负载供电需求

      操作简便

● 蓝屏背光大液晶屏，更加直观清晰的界面显示

● 极为丰富的状态显示，设备健康一目了然

    高效节能

● 高输入特性，避免污染电网环境，降低柴发配比，节省投资

● 业界领先的整机效率，高达95%，节能效益显著

● 超强带载能力，输出功率因数高达1.0，系统投入成本低

     安全可靠

● DSP数字控制技术，精确度更高，更加智能化

● 超宽的电网适应性，减少切换电池次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2015年，在我国核电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我国终于打

破了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核电新项目审批长达4年多的停顿，第一次

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批项目。这一年……

15 2015年的中国核电：取得历史性突破

向价值链高端成功转型升级，是许多中国企业梦寐以求的一件大事。

然而做成这件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

司就是这少数企业中的一个。对大多数仍然顽强奔走在转型升级之路

上的企业来说，科华恒盛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

2015年以来，科华恒盛在技术、制造、产品、服务、市场开拓和品牌推

广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重大装备技术创新核级UPS的研

发、开拓了军工行业新市场......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推进

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在意见中提出实施精准光伏扶贫工程，在现

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光伏扶贫的范围……

20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

             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见

OFweek行业研究中心预计2016年上半年国内光伏装机将掀起新

一轮的抢装潮，另外考虑到此轮电价下调之后，预计2016年国内光

伏装机仍有望表现强劲，预计2016年国内光伏装机将突破19GW，

将再度成为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市场……

12 2015年中国光伏产业回顾及未来展望

30  科华恒盛：拥抱高端制造

28  2015年科华恒盛十大亮点

34  2015年度先进表彰大会暨2016年迎新春歌舞

         联欢会隆重举行

2016年2月3日下午，科华恒盛2015年度先进表彰大会暨2016年迎新

春歌舞联欢会在漳州市华阳体育馆隆重举行，科华恒盛董事长兼总裁

陈成辉先生等公司领导以及来自公司各中心、各子公司的3000多名

员工参加了会议……

业界资讯

政策导向

专题策划

管理前线

科华纪事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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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协同张家口市政府，共同将张家口市打造成为引领全球的以

清洁能源支撑的“智慧生态城市”的样板模式，以“零碳奥运”理念

重塑与丰富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同时将智慧能源管理云平台推动升

级为京津冀一体化联动的大平台范畴，为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的生态环

保、节能改造、产业升级、城市发展做出贡献……

展望2016，新能源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关于未来，科华恒盛将持续加

大光伏等新能源节能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后续服务及新商业模式运

营等领域的投入，以及专家队伍建设，构筑核心能力；通过理解用户

的具体需求、贴近客户的整体解决方案，与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快速

响应并开发客户定制产品和解决方案……

22  启承梦想 拥抱未来 ——科华恒盛领航可持续发展

26  生态 . 智慧，让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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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华恒盛自主研制的核电厂1E级K3类UPS设备

FR-UK31 HD系列设备获得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证书，

成为该领域我国首家获此鉴定的企业，填补了国内在该技术领

域的空白，且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由

于此前受制国外技术垄断，核电厂1E级K3类UPS设备一直依

赖于进口，此次证书的颁发，不仅是我国核电厂控制系统保护

电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同时再次证明科

华恒盛在不间断电力保护技术领域具备强大的自主研发和质

量保证方面的能力。通过本次鉴定，标志着我国核电厂控制系

统不间断电力保护技术实现国产自主化，为促进我国自主核级

UPS产品在核电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核级UPS设备是核电厂的重要控制系统保护电源，它的

性能与可靠性等级，标志着一个国家在大型核电装备领域的

先进化程度。为提高我国核电设备的配套能力、完善核电工

程产业链、进一步推进核电项目的自主化进程，并长期发展其

在国家核电中的应用。科华恒盛与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中广核”）联合研发了满足核电项目要求的核电厂1E级K3

类UPS设备FR-UK31 HD系列设备。该核级UPS可应用于

核岛内部控制中心保护，包括为反应堆控制保护及安全相关

系统负荷供电；其设计、工艺、制造、安装、服务严格遵守国际

核安全标准和中国国家核安全标准，且经过核安全严苛要求

的环境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及可靠性试验。该产品基本包络

CPR1000、EPR、ACPR1000、AP1000、华龙一号的技术路

线的设备指标要求。

科华恒盛全资子公司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军

民融合政策，近日与军方某部签订了电源设备订单，为军方提

供高可靠供电保障。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势如虹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强军路，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的带动下，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进入军工体系

步伐不断加快，积极致力于把优良产能、前沿科技、尖端装备

带到国防军队建设项目中，实现军民企业的双赢。科华恒盛正

是沿着这样一个清晰的轨迹，落实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重要论述，以一身硬实力，脚踏实地的为‘中国梦’助力。

此次科华恒盛与中广核联合研发符合核电项目要求的1E

级K3类UPS设备，获得鉴定证书，不仅符合国家发展需要，且

对国家和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例不足

2%，远低于18%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我国的核电发展目标，

到2020年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占4%，到2030年核电装机容

量占10%，到2050年核电装机容量占16%。同时，国家政策大

力支持核电产业走出去，我国核电产业在国际市场已有广泛的

影响力，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因此，核电项目的发展前景非

常广阔，核电设备产业链市场巨大。

按两台万千瓦的核电机组计算，1E级K3类UPS设备价格

约数千万人民币。加上在役电站设备的更换，到2020年，1E级

K3类UPS设备在中国的市场需求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到2050

年将达近百亿。因此，研发出具有高可靠性、满足核电项目要

求的1E级K3类UPS设备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前景。

作为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科

华恒盛定位高端，以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为目标，为各

领域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源保障和优质服务。近年来，科华

恒盛通过自主研发的高端电源产品方案在工业、交通、通信、

金融、政府、国防等各行各业广泛应用。本次核级UPS鉴定证

书的获得，丰富了科华恒盛高端电源的产品图谱，将使科华恒

盛在未来的核电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并将为实现我国核电安

全高效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实施奠定更坚实的技术基础。

此次军工订单的签订，正表明科华恒盛的生产、制造、研

发和管理体系符合“保密资格单位”，“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认证要求（“武器

装备承制证”正在审查中），具备相关高端领域军品研发生产

的能力，也将有利于科华恒盛进一步拓展军工领域相关市场。

一直以来，科华恒盛作为首家“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 

“火炬计划项目承担者”，谨记科技振兴民族制造业使命，迄

今承担起3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火炬计划项目，获得200多项

专利认证，积极为国家信息保障、国防安全和提高“中国制造”

的整体装备水平贡献力量。

科华恒盛获国内首家核级UPS鉴定 携重大技术成果挺进核电装备市场

喜获军工订单 军民融合助力实现强军梦

让气候更友好│科华恒盛节能产品中标中广核逆变器战略采购项目

船舶岸电获重大突破  中标深圳大铲湾船舶岸电建设项目

近日，科华恒盛成功中标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第六次逆变器战略采购项目。据悉，本次招标总量

500MWp，分为10个包件，每个包件50MW，招标型号为

500KW集中式集装箱兆瓦房。其中，科华恒盛成功中标两个

包件，共计100 MW。此次项目中标，不仅对科华恒盛新能

源逆变器的市场应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表明其在

专业技术、资质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和跨地域的供应、集散

能力等方面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

在光伏新能源领域，科华恒盛凭借其深厚的应用经验和

自主技术研发实力，全力推出了多系列高品质、高性能的逆

变器产品，并通过近几年的行业应用和市场开拓逐渐树立了

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如科华恒盛集装箱光伏逆变器，因其可

靠高效的产品性能具有较好的客户应用基础。该产品采用了

典型的一站式集成化设计，系统内部集成逆变器、直流配电

近日，科华恒盛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成功中标深圳大铲湾船舶岸电建设项目，为该项目提供

可靠绿色的电能保障。

据悉，深圳大铲湾现代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大铲湾码头

（一期）是深圳西部港区内的全新世界级集装箱码头，是集

散泛珠三角各主要生产基地货物的理想站点。码头有5个深水

泊位，总面积112公顷，岸线长1,830米，纵深600米，前沿

水深初期为-15.5米，远期可浚深至-18米。采用全套双40英

尺岸桥，可高效处理目前及未来最大型船只。

港口吞吐能力，是国家实力和科技水准的重要标志。截

止2014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124.52亿吨，并以10

亿吨/年速度增长。然而港口既是各港口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但同时也是耗能和污染大户。

为了加强港口行业节能减排，我国积极推广靠港船舶

使用岸电，推进各大港口节能减排重点工作。科华恒盛作为

一家专业从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应用的专业电源研发制造企

业，在电源应用领域有着丰富的产品线，岸电电源是科华恒

盛在海工领域电源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客户提

供整套岸电电源解决方案，包括岸电配电产品、监控和工程

施工安装、能源管理等服务保障。

本次项目的成功中标，是科华恒盛在船舶岸电产品及建

柜、数据采集箱、环境监测系统等，具有高可靠性、高数据

传输、高转换效率和方便快速建设及管理维护。

作为中国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

商，科华恒盛基于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在新能源、高端电

源、数据中心等智慧电能业务拥有坚实的应用基础，为全球

政企用户提供有竞争力的电能解决方案和服务。

近年来，科华恒盛坚持“技术自主、品牌自有”的发

展理念，对新能源业务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

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在国家新能源政策支持下，全面进军

新能源产业，开展本地化合作，发展光伏电站、充电桩以及

微网、储能等领域，并取得良好成绩。目前科华恒盛新能源

产品方案已经广泛应用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

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四川、新疆以及出口欧

美、亚非拉等海外地区，助力全球节能减排事业建设发展。

设领域推广的重大突破，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发展战略，对保

护港口、城市环境意义重大；同时，有助于科华恒盛进一步

扩大高端市场品牌效应，提升其在船舶岸电领域的影响力，

未来将对业务拓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国内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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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

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郑州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了，人们在

总结会议的丰硕成果，也在盛赞会议另一个亮点“安全”！当

地政府及相关合作单位以昂扬的精神风貌，从领受任务到峰

会圆满落幕，众人齐心协力，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其中，来自厦门设备电力保护专家——科华恒盛为上合

峰会主会场照明、会议系统及相关设备提供高能效、安全、高

可靠性的电源保护解决方案。在会场的基础建设项目合作中，

科华恒盛提供的高端电源一体化解决方案，依靠其自身过硬

日前，为满足莆田市公交集团新增120辆纯电动豪华型的

新能源公交车的充电需求，科华恒盛提供了新能源汽车充电系

统“一站式”建站方案，在市公交南站、荔园公交站、火车站公

交站投入建设，建成充电桩总功率约5兆（其中，包括提供变压

器及充电桩30多套），确保该集团新能源公交车正常运营，为绿

色出行保驾护航。

量体裁衣的定制方案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包含充电设备、监控系统、配电

系统（欧式箱变、中低压配电柜）、雨棚及配套基础等内容，具

体充电桩、变压器、电缆沟按照招标人设计图纸布设，要求完成

10kV电力报装。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在明确莆田公交公司

所购纯电动公交车技术参数、整车性能要求及配置的前提下，

科华恒盛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充分考虑工程建设、安调验

收、运行维护，确保制作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一站式”建站

方案经合理设计，满足客户需求。

科学全面的土建系统

科华恒盛分别在莆田市公交南站、荔园公交站、火车站公

交站同步进行场平、挖沟、高压线缆敷设等一系列工程项目操

作，工程师现场全程跟进并提供合理的场地验收规划，为整站

搭建预备了良好的环境条件，迎合公交公司快速建站、即刻投

用的需求。

高效稳定的运营平台

结合公交公司特殊使用场景，综合考虑安装环境、安装方

的产品质量和高可靠设计、多级保护的稳定方案，保障峰会顺

利召开。

有效的电力保障是峰会的一道重要防线，也是峰会期间电

网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前提。大会期间，科华恒盛的工

作人员拟定了高能效的工作解决方案：采取全面强化运维，迅

速到位，协助重要客户开展工作；安排专人轮班值守，确保客户

设备可靠运行，切实做好保障上合组织会议（主会场）电源系统

的安全可靠。作为支撑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华恒

盛十分荣幸凭己身所长为本届峰会提供有力的坚实后盾。

式、工作电压、负载大小、性价比、美观度等因素，科华恒盛为

其提供了功能配套、用户放心的监控设备及服务。为确保后续

整站设备能够高效、稳定运行，异常迅速响应处理，科华恒盛制

定了维护方案，确保沟通交流及时有效，免除客户的后顾之忧。

上合峰会幕后：科华恒盛以高能效方案护航会议顺利召开

桩点绿色城市│ “一站式”充电方案助力莆田公交，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中标首批民航“油改电”机场充电桩项目 助力厦门打造“绿色空港” 高端电源助力医院信息化建设 持续守护公共健康事业

近日，科华恒盛携可靠、高效、智能的充电运营系统解决

方案，成功中标了中国机场行业第一新能源汽车运营的示范单

位——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新能源汽车充电运营系统，助力厦门

空港节能降耗。

“油改电”项目是民航局于2014年正式启动的一项节能

减排重点工作。“油改电”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行业结构

性节能减排，增强我国民航发展后劲，提高民航业整体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区域性航空枢纽，厦门高崎国际

机场近年来着力构建“绿色空港”、打造“低碳机场”，积极

推广清洁环保、高效节能的通勤交通工具。为打造厦门“绿色

日前，科华恒盛为河南省某医院急救中心机房提供了高

端电源解决方案，高可靠保障其机房关键设备的电力安全和

可靠运行。

该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非

营利性综合医院。随着该院医疗信息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

用，医院急救中心的高端医疗设备越加繁多，对急救中心机

房的可靠性和业务连续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保障急救中

心业务的连续性和关键设备的可靠运行，该医院对安全供电

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医院机房的特殊环境和技术要求，科华恒盛凭借多

年在医疗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为用户提供了以高端大功率

UPS及电池等相关核心部件组成的绿色电源解决方案。该方

空港”、满足机场新能源汽车业务需求，高崎机场积极部署，

加快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保障力度。

根据该项目需求，科华恒盛提供了包括直流充电桩、交流

充电桩、充电设施互动服务平台组成的充电系统解决方案；该

系统覆盖了远机位运转区、维修楼、T4西指廊中通道、机务车

辆停放区、T4快线停车场等应用场景，高效满足客户业务充电

系统运营保障需求。

通过该机场项目的应用，使科华恒盛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率先

在新行业、新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延伸。目前，科华恒盛电

动汽车充电产品方案已成功应用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

门、南京、三亚、宁德等城市，并远销美国等海外市场。

案适应各种高端医疗设备负载，能根据客户的业务发展任意进

行在线升级或扩容，满足“边成长、边建设”需求，其宽范围

电压输入设计能有效适应各种电网环境；智能化的设计，不仅

提高整体方案的可靠性，而且使人员维护更为方便。

作为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及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在

医疗领域，科华恒盛深入理解医疗行业信息化需求和发展趋

势，致力于帮助医院客户打造更优秀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包

括高端电源、数据中心等创新解决方案，为公共健康事业发

展提供可靠电能保障。如今，通过多年的耕耘和发展，科华

恒盛的产品方案已经广泛应用于全国众多省市的医疗卫生机

构，并出口日本、美国等海外医疗市场。

新闻简讯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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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科华恒盛《双馈型地铁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项目、

下属子公司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高效节能型高压直

流不间断电源》项目及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智慧

能源管理平台产业化》项目，全部被列入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

划项目。上述事项将为科华恒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提供良好

的保障和支持，对项目的产业化运营与市场开拓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并为国家节能减排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火炬计划是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于

1988年8月经中国政府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组

织实施。其宗旨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

总方针，发挥我国科技力量的优势和潜力，以市场为导向，促

日前，福建省经信委公布了第二批福建省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名单，科华恒盛“工业电子产品智能定制示范项目”

成功入选。

据悉，本次省级智能制造企业试点示范推荐工作，是为贯

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九条措施》，

大力推进重点行业企业试点示范，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及应

用，提升我省关键智能部件、装备和系统的自主化能力，提高

我省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管理服务等智能化水平。

科华恒盛“工业电子产品智能定制示范项目”，是通过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创新，在标准化和自动化的

日前，由中国能源报社主办的“2015年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强发布会暨新能源发展高峰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会

议评审并揭晓公布了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围企业。

其中，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多年来在新能源领域的

优异市场表现和产业突出贡献，强势晋级本年度500强榜单。

作为中国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

商，科华恒盛基于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在高端电源、数据中

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

国际化。科技部将科华恒盛及子公司《双馈型地铁制动能量

回馈装置》《高效节能型高压直流不间断电源》及《智慧能源

管理平台产业化》列入2015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是对科华

恒盛及子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其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的认可。

科华恒盛将继续努力，以“国际一流的设备电力保护与

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为目标，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增

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良好的行业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推

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节能减排事业作出

更大贡献。

基础上，赋予生产制造过程柔性化定制化、可视化的特征，更

良好的定义和设计科华恒盛特有的研发、生产工艺和供应链

体系，在获得效益提升的同时实现敏捷的个性化交付，提升生

产效率和资产利用率，降低能耗和污染，实现行业转型升级和

增产增效。

作为一家致力于电力电子技术，涵盖高端电源、数据中

心、新能源等产业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科华恒盛通过建

设透明化、智能化、数字化、精益化工厂，将为同行业智能制造

建设提供成功的经验，并为福建省乃至全国电力电子行业智能

制造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心、新能源等智慧电能业务拥有坚实的应用基础，为全球政企

用户提供有竞争力的电能解决方案和服务，帮助客户在能源领

域获得商业成功。近年来，科华恒盛坚持“技术自主、品牌自

有”的发展理念，对新能源业务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

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在国家新能源政策支持下，大力

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以及

储能、微网等新能源业务领域，并取得优异成绩。

科华恒盛三项目被列入2015年国家火炬计划 助力中国节能减排事业

聚焦工业4.0智能制造│科华恒盛成功入选福建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名单

科华恒盛荣登2015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

科华恒盛荣获“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认定 科华恒盛荣获第三届中国电源学会科技奖两项大奖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公

布2015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工信部联科

2015412号）。根据该通知，科华恒盛被认定为“2015年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的基本标准要求企业具备核

心竞争能力和领先地位、持续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较强行业

带动作用性和自主品牌、较强应用新技术能力、完善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

平，具有创新发展战略和创新文化。

公司被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是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并具有创新示范作用的肯定。公司长期

近日，在中国电源学会组织的第三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

技术奖颁奖大会上，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高电能质

量节能型大功率不间断电源系统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和《太

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逆变器》两大项目分别荣获了本届中国电

源学会科学技术奖暨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二等奖，为推动公司

持续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是由国家科技部批准设立，

代表我国电源行业最高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评选的科技

奖励，由中国电源学会组织评审并颁发。其中，技术进步奖

是授予国内外首创的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独特，技术上

有重大创新，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推动电源及相

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并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以来，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稳健发展，2014年公司技

术中心被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海关总署联合确认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公

司多次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及国家科研项目的研发，在

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力，研发水平始终位于

行业领先。

本次获得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对于提高企业创造

力、提升品牌价值、增强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公

司将以此为契机，坚定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行业的示范和引领带动

作用，为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及行业技术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的个人或组织。同时，通过本次特等奖的获奖项目将择优推

荐参评下一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科华恒盛电源产品以

其自主独特的技术思路和重大技术创新核心，凝聚了高效节

能、智能管理、安全可靠、扩容能力强、管理专业化等多项

优异性能。

科华恒盛技术中心负责人表示，科华恒盛电源产品自主

研发的电源系统荣获电源行业最高科技奖项，是科华恒盛在

技术研发领域持续投入积累、不断创新的成果。科华恒盛产

品方案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力电子产业发展，助力各行

业领域在“一带一路”、工业化与信息化建设、节能环保等

事业发展建设。

近日，科华恒盛获得了全球领先的电子仪器和电动机制

造商阿美特克有限公司颁发的“2006-2016最佳合作伙伴

奖”，该奖项是科华恒盛从阿美特克全球众多供应商中获选

授此的最高荣誉。

两家公司已合作十年，该奖项高度认可科华恒盛在技术、

品质、响应、交货和服务等方面的一贯卓越成绩。科华恒盛提

供高端可靠的电能产品和方案，以护航阿美特克自主技术的

突破和业务发展。

科华恒盛海外负责人表示，公司很荣幸获得阿美特克认

可为同类最佳的一家供应商，并期待更长久的富有成效的合

作伙伴关系。两家公司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

将致力于持续配合阿美特克在电子仪器和电动机领域的业务

增长计划，包括电力电源等。

十年一路相伴│科华恒盛喜获阿美特克最佳合作伙伴奖

新闻简讯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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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CECS）组 织的

“2015年度中国优秀数据中心”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授予科

华恒盛科华恒盛 “2015年数据中心优秀民族品牌奖”，以表

彰科华恒盛公司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技术创新、品牌服务、品牌

市场推广等方面的优秀表现和突出成绩。

作为领先的数据中心物理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

商，科华恒盛整合自身强大的数据中心服务能力，通过自主领

先的数据中心技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针对不同领域客户，陆

续推出微型数据中心、模块化数据中心、生态节能型数据中心

等行业级整体解决方案。同时，科华恒盛还提供涵盖数据中心

咨询规划、方案设计、硬件设备、项目集成以及投资运营等全

业务流程服务。如今，科华恒盛的数据中心方案和优质服务已

经广泛应用于金融、通信、政府、教育、传媒、IT、IDC等众多中

大型行业，帮助各领域用户持续节能降耗和信息化建设。

科华恒盛荣获2015年度数据中心优秀民族品牌奖

华丽转型，荣获『中国光伏电站商业模式』和『逆变器企业Top5』两项大奖 科华恒盛入选“中国十大管理实践”榜单

日前，由365光伏电站网主办的“2015中国光伏电站

年会暨第三届中国光伏电站年度奖颁奖典礼”于常州隆重举

行，授予科华恒盛中国光伏电站商业模式和中国光伏逆变器

企业Top5两项大奖，以表彰科华恒盛在光伏电站的商业运

营模式方面，以及研发创新实力、产品方案质量、规模化应

用、品牌认知度、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优秀表

现。这是科华恒盛继荣获“2015年中国光伏行业十大创新逆

变器企业奖”之后，再次获得该领域的行业殊荣。

2015年作为中国光伏电站行业飞速发展的一年，对业界

意义重大。能源互联网的变革创新和国家政策频出使得光伏

电站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中国光伏电站势必掀起新

一波发展浪潮。

2015年以来，科华恒盛凭借“技术自主、品牌自有”

1月7日下午，世界经理人“2015中国十大管理实践论坛

暨颁奖礼”在深圳隆重举行，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凭

借“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管理实践项目成功入选“中

国十大管理实践”榜单。本次活动中评选出的多位“中国制

造追梦人”亲临现场，深度解读2015中国企业界管理热点，

就“智能制造”和“品牌打造”这两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与现场近200位企业精英进行深度互动。

2015年“中国十大管理实践”榜单包括：工业化与信息

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对新能源业务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

力度，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在国家新能源政策

支持下，全面推进新能源业务发展，大力发展光伏电站、微

网、储能等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拓展逆变器和充电桩系统等

行业市场应用，并取得良好成绩。

在新能源领域，作为中国领先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及服务

提供商，科华恒盛积极承担行业节能减排的重任，将其先进

的电力电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自主的数据

中心和高端电源业务推进生态型能源互联网建设。如科华恒

盛与张家口市政府共同打造”智慧能源云平台“，将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以及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会提供重要的能源支撑

和保障。

化深度融合、业务模式转型、智能制造、互联网+、风口管

理、组织模式创新、品牌价值管理、开放式创新、卓越运营

和品牌变革。

据悉，世界经理人已连续 13 年推出“中国十大管理实

践”评选，在各行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顺应“中国

制造业代言人”的全新定位，世界经理人 2015 中国十大管

理实践评选以“我的中国制造梦”为主题，甄选出 10 例中

国优秀本土管理实践及企业代表。

由MPV《现代光伏》杂志、全球太阳能光伏网、清洁能

源网主办，并联合50多家媒体于上海共同举办的“「PVTOP 

100」2015中国光伏行业创新力企业100强榜单“评选活动结

果正式揭晓，授予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伏行业

十大创新逆变器企业奖”，以表彰其在自主技术创新方面、产

品质量方面，以及创新服务和市场竞争表现。

近年来，科华恒盛坚持“技术自主、品牌自有”的发展理

念，对新能源业务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

技术驱动创新，在国家新能源政策支持下，大力发展太阳能光

伏发电、风能发电、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以及储能、微网等

新能源业务领域，并取得优异成绩。

在光伏新能源领域，科华恒盛凭借其深厚的应用经验和

自主技术研发实力，全力推出了多系列高品质、高性能的逆变

器产品，并通过近几年的行业应用和市场开拓逐渐树立了较

强的品牌影响力。如科华恒盛集装箱光伏逆变器，因其可靠

高效的产品性能具有较好的客户应用基础。该产品采用了典

型的一站式集成化设计，系统内部集成逆变器、直流配电柜、

数据采集箱、环境监测系统等，具有高可靠性、高数据传输、

高转换效率和方便快速建设及维护。

科华恒盛斩获2015中国光伏行业十大创新逆变器企业大奖

新闻简讯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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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简讯

Kehua’s 12th Consecutive Appearance at CeBIT2016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visited Kehua Group for investigation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Energy Internet

Kehua Best in Class
-Kehua’s great partnership with US clients

CeBIT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internationally 

represented computer expo, which is held each year 

on the Hanover Exhibition Center, the world's largest 

fairground, in Hanover, Germany. It is considered a 

barometer of current trends and a measure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With an 

exhibition area of roughly 450,000m2 and a peak 

attendance of 850,000 visitors during the dot-com 

boom, it is larger both in area and attendance than its 

Asian counterpart COMPUTEX and its no-longer held 

American equivalent COMDEX. CeBIT is a German 

language acronym for Centrum für Büroautomation,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und Telekommunikation, which 

translates as "Center for Office Auto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nication".

As the main g lobal  annual  comprehensive 

IT and telecommunicat ions industry exhibit ion, 

CeBIT is the best choice for most IT enterprises. 

There is undoubtedly the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the  most  popu la r  approaches  in  In fo rmat ion 

Technology, Computer, Software, Internet,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and Digital Business Solutions at 

this main Trade Show.

Til l  2016, it is the 12th times that Kehua wil l 

participate in the CeBIT fair in Hannover Germany. Now 

Kehua has three major product categories: high-end 

power solution, renewable energy solution and data 

center solution. The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Recently, Mr. Yu Liao,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Renewable Energy in Germany which 

was founded in Germany and currently consists of 220 

members coming from the largest energy companies in 

German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ind and 

solar businesses and other related industries, visited 

Kehua Group Headquarter in Xiamen for investigation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Energy Internet.

Product Director of Kehua Overseas Division Mr. 

ZhengWangfa showed Chairman Liao and his team 

the exhibition hall and introduced them Kehua Group 

as well as her three main business: Renewable Energy 

Solution, High-end Power Solution and Data Center 

Solution. After listened the introduction, Chairman Liao 

At the beginning of year 2016, we have two of 

our biggest US clients come and visit Kehua Xiamen 

headquarter, discussing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plan for this coming year. 

In January 13th, company management group 

from AMETEK arrived in Kehua and started their first 

visit to our company. This is also the first ten year for 

partnership for both companies. The main purposes 

for this meeting are summarize work history and 

experience in 2015 and discus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is coming year. Within the two days meeting, 

both teams went over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reports 

for 2015, the effect that Kehua production failure rate 

is much lower than the goal set for the year satisfy 

customer team very much. We also analyzed some 

issues come from the field and worked out an effective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more and more 

clients know the Kehua. By inviting all the customers 

from worldwide, especially European customers to 

meet and discuss business possibility with us in the 

CeBIT fair every year, we have finished a great number 

of projects with our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this, there 

are plenty of potential customers in the fair expressed 

interests and discuss the cooperation with Kehua. Base 

on Kehua’s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considerate 

service, most of the new customers we meet through 

the fair kept long term business with us.

Every year, the organizers of CeBIT select a lead 

theme that reflects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s and 

advances in the digital industries. In 2016, the world’s 

leading platform for digitalization will run under the motto 

of  "d!conomy: join create succeed."

The world’s leading showcase for digital business 

will once again provide a complete overview of all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ization. It will also 

provide a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a hug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the mor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the day.

Kehua will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our best 

products and innovation strength at CeBIT 2016. 

Welcome to visit us!

CeBIT 2016

Date: March. 14-18th, 2016

KehuaBooth No.A16, HALL 12 

kindly shared and discussedlively with Kehua team on 

the commercial modes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this Energy Internet age.

During this visit, Chairman Liao showed great 

interests in Kehua Energy Storage Products & 

Solutions, EV Charger and Cloud Monitoring Platform, 

each of which is considered becoming and will keep 

playing one of the leading roles in this era of Energy 

Internet. In the end, Kehua's achievements on Energy 

Internet were highly approved by Chairman Liao.

From now on, the two parties will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about more details of mutual win-win 

cooperationin the future.

solution. At the same time, both teams had an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new project pla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2016, set up a goal which will keep both 

teams grow in a consistent high speed.

In January 15th,purchase manager from another 

US company which is our biggest partner in energy 

storage product market in US came and visited Kehua, 

with a goal of raise cooperation level between both 

companies, which is also the biggest concern of Kehua 

team. During the meeting, both team shared opinions 

and researches for future of energy storage system 

market and we both see the big picture that, within 

several years, market demands for energy storage 

system will grow up to billions US dollars level. Both 

companies are willing to bond tight with each other and 

explore luxuriant opportunities in this field. 

新闻简讯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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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装机仅占16.5%，这与国外发达国家形成明显的

反差，但随着我国西北部地区地面电站的逐渐饱和，以及光

伏平价上网的条件达成，未来国内分布式光伏将迎来发展高

潮阶段，配合储能技术的成熟，东部及南部地区将兴起建分

布式电站的热潮。

由于日照资源、土地租金等因素，我国大型光伏地面电站

主要集中于新疆、甘肃等省区；然而这些地区对于光伏电力的

就地消纳能力不足，电力必须经高压输电线路传输至东南部，

由于电网传输能力有限，弃光限电现象时常出现。而东部地区

用电需求量大，但闲置土地较少，用地成本也较高，不适宜建设

地面电站。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充分挖掘屋顶资源，大力

发展分布式发电。政府、企业、商业楼宇、住户等可以通过第三

方投资或自行建设的方式建造分布式电站以获取投资收益。

2015年中国光伏产业
回顾及未来展望

一、国内光伏电站产业现状

近年来，我国光伏发电产业在《可再生能源法》及配套政

策的支持下快速成长。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较好的太阳能电池

制造产业基础，太阳能电池产能、产量已居全球首位，太阳能

电池成本也已形成了国际竞争优势。在太阳能电池制造产业

规模化发展同时，太阳能电池成本也实现了快速下降，使得我

国具备了大规模建设光伏电站的条件。

2012年是我国光伏产业极为艰难的一年，从内部看，产

业面临供需阶段性失衡，价格下滑压力较大，从外部看，国外

贸易壁垒围堵，出口不确定性增高，企业承受极大经营压力，

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为挽救我国光伏产业，国家2013年连续

出台政策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9月，国内累计光伏发电装机已达37.95GW，其中，光

伏电站31.7GW，分布式光伏6.25GW。

另外，从光伏应用市场情况看，现阶段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主要集中在大型地面电站，而分布式电

站占比较小，截止2015年9月，国内地面电站装机占83.5%，

导读： OFweek行业研究中心预计2016年上半年国内光伏装机将掀起新一轮的抢装潮，另外考虑

到此轮电价下调之后，预计2016年国内光伏装机仍有望表现强劲，预计2016年国内光伏装机将突

破19GW，将再度成为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市场。

二、国内光伏政策解析

分布式光伏是我国新能源十二五末、十三五规划重点

主推的能源利用形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国家能源局

2014年9月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

政策的通知》重要文件至今，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又相继出台

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关于推进

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建设的通知》、《2015年光伏发

电建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等后续文件。文件核心精神

明确了国家将在十二五末期至十三五全程力推分布式光伏应

用，预计未来国内市场光伏装机类型将与美日德等国接轨，

地面集中式电站占据绝大部分份额的局面将逐渐演变成分布

式、集中式电站并举。除此之外，文件还先后提出了十三五光

伏100GW的目标，放大了分布式光伏的范畴（地面分布式），

并且解决了一直困扰分布式发展的电价兜底等关键性问题，为

2015年分布式光伏爆发式增长提供了政策托底。

2015年3月15日，分布式能源再获政策利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建立分布式

电源发展新机制，并对分布式电源运营模式进行了规范。

此次出台的（意见中明确规范了分布式电源的运营模式，

即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网调节”的模式，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积极发展融合先进储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微电网和

智能电网技术，提高系统消纳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预计未来

来源：OFweek行业研究中心

业界资讯业界资讯

2012-2015年9月中国光伏累计装机情况（单位：MW）

2012-2015年9月中国光伏装机类型情况（单位：%）



14 15

分布式光伏发电与其他技术以及产业问的关联将更加紧密。

2015年12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和国家能源局审核通过

了2016年中国光伏电价调整方案，或将于不久后正式对外公

布。据悉，此次全国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下调幅度高于此

前第一轮讨论稿中所拟定的价格，三类资源区的上网电价分

别为0.8、0.88、0.98元/千瓦时，分别由0.05/0.03/0.02元/度

调整为0.1/0.07/0.02元/度，未来电价将根据行业情况决定。

OFweek行业研究高级分析师孙栋栋认为，目前光伏光伏发

电成本依然偏高，每年需要大量财政补贴的支持，而发电成本

的持续下降也是光伏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主要能源来源

的必要条件，但是此次政府的电价下调幅度依然超出了市场

的普遍预期。

三、国内光伏面临问题

据OFweek行业研究中心研究分析，目前国内光伏发电

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费补贴问题

OFweek行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孙栋栋认为，由于光

伏电站的造价成本较高，因此，电站的运营成本也相对较高，

为了维护电站的顺利发展，再加之电站管理人员的生活费用

等，电站需要的费用是非常高的，但是由于电站的电费补贴不

能够及时到位，给光伏企业的生产运营带来不小的压力，个别

缺乏经营实力的电站，其管理人员也会由于工资的问题离开

岗位，造成人才的流失，从而给管理带来了更多的难题。事实

上，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就已存在较大的缺口，这两年光伏

电站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至今未发，已给光伏电站运营带来较

大困难，亟待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2、电源与电网规划建设协调问题

OFweek行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孙栋栋认为，国内光

伏电站的获利主要通过发电来实现，这将涉及电网的接入及

电力输送问题，即电源和电网建设问题。但光伏电源建设与电

网建设不相匹配，光伏电站项目立项审批、设备生产及建设

周期相对较短，一座20MW光伏电站从提出到建成仅需6-9

个月时间，而与之相配套的电网项目从科研、核准到立项、设

备制造、工程建设，一般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这往往造成电

源与电网建设无法匹配。

特别是，目前我国光伏电站主要集中于西北部地区，而这

些地方处于电网末端，电网基础措施建设薄弱，且当地消纳

能力有限，因此光伏电力的消纳需要远距输送至负荷中心，

2015年，在我国核电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我

国终于打破了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核电新项目审批长达4年多

的停顿，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批项目。这一年，我国新

投入运行的核电机组达到8台，是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我国核电发展受到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能源的绿色发展和推动核电“走出去”成为我国外交活动的重

要内容，内陆核电建设和核安全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福岛核事故后首次有新项目获批

“华龙一号”正式开始建设

2015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核准建设辽宁红

沿河核电站二期项目5、6号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这是2011年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4年以来，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批核

电项目。红沿河二期获批被认为是中国核电重启的标志。

2015年5月7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建福清5号

核电机组正式开工建设。8月20日，采用“华龙一号”的巴基

斯坦卡拉奇K2/K3项目正式开工。海内外同时推进 “华龙一

号”示范工程建设，对我国核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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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机组投入运行

在建机组数目占全球三成

2015年，我国有8台机组投入运行，截至2015年12月底，

核电装机容量已超过2800万千瓦。

至2015年12月底，全球在建核电机组共67台，其中我国

24台。我国在建机组数占到全球总数的35.8%，在建规模继

续居全球首位。

AP1000主泵试验完成

依托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AP1000主泵在制造和试验期间出现过一系列质量问

题。针对上述问题，美国EMD公司进行了相应的设计变更。

2015年10月29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美国西屋电气公

司、EMD公司共同宣布，首台AP1000核电机组反应堆冷却

剂屏蔽主泵最终性能试验与试验后检查圆满完成。三门1号

机组的前两台主泵于11月14日从美国发运。

2015年的中国核电：
取得历史性突破
来源：中国核电信息网 

需要为层层升高电压而配套新建一系列高压、超高压甚至特

高压输变电装置，才能将电输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省会甚至

数千公里以外去使用。为此，国家除了要承担光伏发电补贴之

外，还需对电力的输送进行补贴（网架建设），同时还需协调

好电源建设与电网的建设节拍问题。在电网建设尚未有效布

局的情况下，贸然规模化启动光伏电站建设，无序发展只会造

成“晒太阳”现象的发生。

3、光伏限电的问题

OFweek行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孙栋栋认为，国内光

伏限电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并非是普遍性问题，主

要集中在甘肃、新疆地区。就甘肃地区来讲，该地区由于当地

电网建设滞后、内部消纳比例低等原因，一直以来，光伏、风

电等可再生能源一直存在相对严重的限电问题；另外2015年

以来新疆限电20%左右，预计2016年仍难有明显改善，而造

成如此局面主要是因为新疆新能源建设速度比较快，但是随

着新疆电力外送通道逐步投运，限电问题将逐步得到缓解，

类似于前几年内蒙弃风弃光一样，随着外送通道打通，预计

2017年弃风弃光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四、未来光伏前景预测

据最新光伏上网电价政策介绍，未来对已获批光伏产能

电价下调截止日期由2016年4月1日推迟至6月30日，即2016

年以前获批光伏项目如果能在2016年6月30日以前投产，则

仍能享受当前电价。考虑这些因素，OFweek行业研究中心高

级分析师孙栋栋预计2016年上半年国内光伏装机将掀起新

一轮的抢装潮，另外考虑到此轮电价下调之后，预计2016年

国内光伏装机仍有望表现强劲，预计2016年国内光伏装机将

突破19GW，将再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市场，累计装

机将达到65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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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

中国核电“走出去”初见端倪

2015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核

电“走出去”亲自推动，大力支持。

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推

进产能国际合作进行了研究部署，推动铁路、核电“走出去”，

大力开拓铁路、核电等重大装备的国际市场。

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来访的阿根廷、英国、亚美尼亚、法国

等国领导人时，亲自推销核电技术和装备的出口，同时表示要

加强核能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

6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详细了解

了“华龙一号”的情况。他说，核电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佼

佼者，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发展

包括核电在内的绿色清洁能源。

在具体项目上，中广核集团的英国项目、罗马尼亚项目，中

核领域立法工作积极推进，

国家安全法首次阐述核政策

2015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将《原子能法（送审稿）》发送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有关单位共130多家征求意见，收到

反馈意见500多条。经研究、修改，已经形成《原子能法（送审

稿）》修改稿。

201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已将《核安全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发送各有关单位内部征求意见。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了国家安全法。这也是我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法。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安全法中，首次在法律层面完整阐述了

中国的核政策。“国家坚持和平用核能和核技术，加强国际合

作，防止核扩散，完善防扩散机制，加强对核设施、核材料、核

活动和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

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对公民生命

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不断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

核攻击的能力。”这是核安全首次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确保核

安全，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里所说的核安

全，已经不是狭义的核安全，而是广义的核安全，是与国家安

全相关的核问题的统称。

国家核电与中电投合并

2015年 5月29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技术

有限公司合并成立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家电投）正式成

立。7月15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在京正式挂牌。重组后，国

家核电作为国家电投的控股子企业，整合集团内部的核电资产

和业务，承担三代核电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任务。

重组合并涉及资产总额超7000亿元，核电资产估值520-

7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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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集团的阿根廷项目，国家核电的南非项目等最引人注目。

大型商用乏燃料后处理项目谈判取得进展

中法之间关于合作建设大型商用乏燃料后处理项目的谈

判在2015年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技术阶段的谈判已经结束。

早在5年前，中法双方就已签署协议，计划在中国建设一座

年处理规模800吨的乏燃料后处理厂。2011年11月，中核集团成

立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负责800吨大厂的建设及技术

引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法千亿核大单的谈判一波三折。

2015年6月底，中法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核集团与阿海珐集

团在巴黎签署《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阿海珐集团关于后处理

/再循环工厂项目合同商务谈判工作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在我国核电稳步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之时，也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1．AP1000及“华龙一号”的成熟性、经济性需要进一

步验证

AP1000首台主泵已吊装就位，消除了AP1000依托项目

建设的一个拦路虎，但是，AP1000工程建设仍面临安装调试

阶段的考验。由于是首堆工程，AP1000在冷试、热试阶段还有

许多重要的验证试验要做。建造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风险将在

调试期间集中暴露，能不能按计划顺利完成调试？第一年的运

行业绩究竟怎么样？这是AP1000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AP1000依托项目造价高。由于工期延长，估计三门与海

阳的投资均超过20000元/千瓦。后续CAP1000的造价能不

能控制在15000元/千瓦以内将直接影响其经济性。

AP1000的造价与关键设备、部件、材料的国产化程度有

密切关系。示范项目4台机组的实际国产化比例大约在25%左

右（按价格计算），一些关键设备（主泵、DCS系统等）国产化

任务依然繁重，从美国的AP1000到中国的CAP1000还有大

量的工作要做，匆忙上项目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华龙一号”首堆已经正式开工，目前的施工进展也还顺

利，但潜在的风险仍不能忽视。

尽管“华龙一号”的一系列改进措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

但集中到一个型号上，能不能实现科学、有机、全面的平衡，

尚待进一步考验。“华龙一号”设计中一些先进指标需要落实

到图纸和设备制造中。对其成熟性与先进性的评价，需要在施

工图基本完成、关键设备订货与制造基本落实以后，至少要到

2017年年底。批量建设时间过早，压力大，风险也大。

“华龙一号”设计中增加了与安全功能有关的一些系统及

设备，对相关设备的要求更高，造价也增加了。“华龙一号”与

AP1000孰优孰劣的竞争中，实际造价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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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增效，

我们从不间断......

科华恒盛核电厂1E级K3类UPS设备FR-UK31 HD系列设备

产品简介
核电厂1E 级K3 类UPS 设备的设计按照充电器、逆变器（含旁路稳压器）的功能进行设计，单独成柜，满足1E 级K3 类充电器、

逆变器（含旁路稳压器）设备的应用需求，同时两套独立系统构成UPS 设备。

应用领域
● 反应堆控制保护及安全相关系统负荷     ● 核电厂计算机和通信系统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335
www.kehua.com.cn         400-808-9986

2.内陆核电建设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我国内陆核电储备厂址可容纳装机容量2亿多千瓦。在

“十二五”期间被叫停的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湖北大畈等

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厂址能否在“十三五”期间重启？什么时

间重启？这些引发诸多关注。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近年来一直在推动我国内陆核电的重

启，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并举办了发布会。中国工程院、中

国核能行业协会以及许多研究机构以多种形式向中央领导、有

关部门呈送报告，希望早日重启我国的内陆核电建设。与此同

时，反对内陆核电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

我国内陆厂址目前选 择 的 机 型都 是 A P 10 0 0，如 果

AP1000依托项目取得突破，内陆核电建设将有很好的机会。

按照目前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拟定的目标，沿海厂址已

经能够满足“十三五”的建设需求。田湾、三门、海阳、台山、

石岛湾、宁德、防城港等已开工的厂址都能继续扩建，陆丰、徐

大堡、漳州、沧州等厂址前期工作比较充分也可以开工，苍南、

金七门、白龙等也历经多年筹备，希望上马。在这种情况下，

“十三五”期间内陆核电可能会破局，但大规模建设的可能性

不大。而且内陆核电能否重启的关键，在于社会公众对核电的

接受程度。

3.电力需求新常态对核电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换档”，电力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使

核电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面临新的挑战。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电力供需呈现出三大新特点：一是

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持续下降，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向能源消

耗低的方向转化。二是用电增速明显放缓，呈现中速或中低速

增长趋势。三是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这表明电力

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电力发展已由过去的适度超前转向当前和

今后的产能相对过剩。

电力供需的新特点将直接影响核电产业的发展。当经济

进入新常态，电力供需宽松，核电是否继续持有优势需要观

察。在新电改配套文件里，“核电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兼顾调

峰需要安排发电”，属于D类电源，与“风电、光伏发电、生物

质能发电按照本地区资源条件全额安排发电”相比较，已经优

势不再。今后，核电将打破过去不参与调峰的惯例，核电机组

的经济性也会受到影响。

4.新电改带来的影响

2015 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时隔13年之后重新开启的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本轮电改目标是构建更广泛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形成市

场化电价机制，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本轮改革的方向是批发

竞争（或零售竞争）模式，与此对应的发、输、配、售四环节以

及电价体系等方面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目前，核电机组通常作为基荷电源稳定运行，电网作为最

终买方按计划收购核电所有上网电量，核电企业与电力市场的

关联度不强。随着电网职能的转变、发售电侧放开以及市场化

程度的加深，核电企业的权责边界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并由此

影响核电企业的售电管理、成本管控、报价策略、投资布局、

风险控制等各方面。

与其它电源相比，核电项目从选址、基建到商运的时间跨

度较大，难以对商运后的电力市场进行预判，且运营成本结构

中固定不变成本占比较高。若电价完全取决市场，核电经济性

将完全敞口于电力市场供需变化，以及煤炭、石油等能源价格

波动的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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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
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编者按，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贫困地

区能源开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在意见中提出

实施精准光伏扶贫工程，在现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扩

大光伏扶贫的范围。主要实施意见内容摘录如下。

重点任务:

继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尽快完善和发布《关于实施第二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的意见》，加大中央投资力度，加快农村电网建设和城乡

电力普遍服务均等化进程。

实施西藏、四省藏区和新疆农村电网建设攻坚战。加快

孤网县城的联网进程，加快延伸电网到乡、到村。西藏及青

海藏区县城全部联网或建成可再生能源局域电网，农牧区电

网基本全覆盖，建成到乡到村的完整区域农村电网，显著提

高供电能力和质量。

加快西部地区贫困县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加快西部地区

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滇桂黔、大别山等集中连片特困片

区农网改造升级，重点解决低电压、网架不合理、动力电不

足等问题。结合贫困地区新能源扶贫工程和微电网建设，提

高农村电网消纳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的能力。

加强东中部贫困地区农网改造升级。在东部和中部贫困

地区，稳步实施农网改造升级，逐步提高农村电网智能化水

平，为现代农业、农村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稳步推进农村电力投资多元化。对非国有电网公司提

供服务且条件较差的贫困地区，国有电网公司可参股并提高

当地电网保障标准。在西部大电网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区，鼓

励非电网能源企业利用当地水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建设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主要电源的县域配电网，构建

发配售一体化和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城镇清洁能源体系。

精准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扩大光伏扶贫实施范围。在现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

续扩大光伏扶贫的范围。在光照条件良好（年均利用小时数

大于1100小时）的15个省（区）451个贫困县的3.57万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范围内开展光伏扶贫工作。到2020年，实现

2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的目标。

加大支持力度。继续细化光伏扶贫项目清单和需求测

算，多渠道争取支持，扩大光伏扶贫项目资金来源。组织各

省（区）以县为单位编制光伏扶贫实施方案，按程序报批后

实施。

优先安排能源开发建设项目

清洁能源扶持。鼓励光伏发电与种植、养殖业结合，充

分利用荒山、荒坡、鱼塘、大棚等农业设施，增加贫困人口

收入。加大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力度，鼓励农村能源供应方

式多元化发展。

统筹出台扶贫优惠政策

制定电力普遍服务补偿机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偏

远少数民族地区电力普遍服务财政补偿机制，出台优惠财政

政策，解决人口较少、电量较小的偏远地区农村电网运行维

护费用不足问题，支持电网企业做好电力普遍服务工作。

导读：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

见》，在意见中提出实施精准光伏扶贫工程，在现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光伏扶贫的范围。

政策导向政策导向

调整完善能源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政策。在加大贫困地区煤

炭、油气、水电、风能、太阳能等能源资源开发力度的同时，

研究建立针对贫困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的特殊政策，让

当地和群众从能源资源开发中更多地受益。探索资产收益扶

持，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

金投入光伏、水电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

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探索建立水电利益共享机制。提高贫困地区水电工程留

存电量比例，将从发电中提取的资金优先用于水库移民和库

区后续发展。贫困地区水电开发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

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让贫困人口分享水电资源开

发收益。

继续加强定点扶贫工作

加快能源项目建设。推进通渭县、清水县风电资源开

发，支持清水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加大对定点扶贫县光伏

扶贫工作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两县农网改造力度，不断提

高当地供电条件和质量，实现动力电全覆盖。

强化人才智力和社会事业扶贫。加强人才支援和智力帮

扶，继续选派优秀干部到两县挂职，以及在扶贫村任第一书

记。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支教、培训、讲座等活动。继续跟

踪两县交通、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建设，协调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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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承梦想 拥抱未来
科华恒盛领航可持续发展
——以领先的新能源节能技术支持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在
经济环境日趋寒冷之际，光伏产业却微露曙光。在

政策继续助力的背后，我国光伏行业在2015年已

经走出阴霾，基本面回暖态势明显。公开资料显

示，2015年光伏新增装机量约15GW，同比增长40%以上，

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量约43GW，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光伏

累计装机量最大的国家。

“十三五”是能源发展的全面转型、能源革命起步蓄力的

重要时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能源发展做出了

全面而深入的部署，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首次明确。

“十二五”以来，我国光伏发电市场呈现多元化发展格

局。西部地区光伏电站形成较大规模，青海、甘肃、新疆光伏

电站装机达到300万千瓦以上，并探索了水电和光伏电站协

调运行、联合调度的创新开发模式；中东部地区重点发展屋

顶分布式光伏系统，同时利用荒山、滩地以及结合衣业大棚、

渔业养殖等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城乡居民建设户用分布式

光伏发电系统迅速增多。

文/ 陈钊利

专题策划专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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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新事物总在不断取代旧事物，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能源结

构调整的风口浪尖上，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新能源、清

洁能源比重，是调整的主要方向。

对于今年的发展目标，国家能源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快

发展风电和太阳能，推动第一批100万千瓦左右规模的光热

发电示范项目建设，2016年力争光伏发电新增装机1500万千

瓦以上。

进一步来看，支撑光伏高速发展的因素，既有大气污染愈

发严重背景下的环保要求，也有其本身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为

专题策划专题策划

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距离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15%的这一目标还有3个百分比的差距。而在整个

“十二五”期间，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共带动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了2.6个百分点。

在对固定投资的拉动方面，数据显示，2015年1月-11月，

包括油气开采、石油炼化、电力和核燃料加工等固定资产投

资达3.26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6%，能源重

大项目建设，拉动全社会投资效应明显。

除此之外，对于光伏的发展的其他利好还包括，对其自身

定位的变化，包括将其与扶贫、产业结构调整等相结合。

近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加快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

设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全国农村地区能

源普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电力普遍服务水平基本达到

目前本省(区、市)平均水平;基本实现农村动力电全覆盖;完成200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光伏扶贫项目建设。

无论是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的通电问题，还是在单纯的

扶贫上面，光伏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能源局还表示，将在现

有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光伏扶贫的范围。在光照条件良

好(年均利用小时数大于1100小时)的15个省(区)451个贫困县的

3.57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范围内开展光伏扶贫工作。到2020年，

实现2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的目标。

科华恒盛积极助力绿色“能源梦”

作为中国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企业，科华恒盛一直积极参与国

内外新能源光伏项目建设，并通过为全球政企用户提供有竞争力

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帮助客户在能源领域获得商业成功。

近年来，科华恒盛坚持“技术自主、品牌自有”的发展理念，对

新能源业务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并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

动创新，在国家新能源政策支持下，全面进军新能源产业，通

过开展本地化合作，发展光伏电站、充电桩以及微网、储能等

项目，助力本地化社会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事业建设。

2015年以来，科华恒盛相继在宁夏、山东、河南等地区投

资开发光伏电站建设，并入围中广核、中电投、上海电建、协鑫

能源、三峡新能源、中国风电、常州天合，上海电建、福能集团、

烟台华电、中科恒源等集采项目，产品方案已成功应用于海南、

广东、福建、上海、北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并应用于北

美、欧洲、亚非拉等国内外重点工程项目，受到客户和业界的广

泛认可和青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积极贡献力量。

作为中国领先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

商，科华恒盛提供光伏、光热、风电、微网、储能电站等其它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设计、开发、施工建设、运营和维护，以

及提供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模块化控制器、电动汽车充

电桩、离网逆变器、光伏汇流箱、风光互补系统等产品和解决

方案。其产品先后通过低（零）电压穿越、CE、金太阳、TUV、

PCCC、船级社等多项权威机构认证测试。

同时，科华恒盛还入选工信部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

件》的企业名单和第一批光伏并网逆变器“领跑者”目录，相

继获得中国光伏行业最佳服务商、中国光伏电站逆变器企业

TOP5、中国光伏电站产品价值大奖、中国光伏行业十大创新

产品影响力企业、2015年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

如今，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下，科华恒盛积极转型升

级，以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为目标，配合公司的数据中心、云

计算业务布局“云能源”，通过“微网”项目探索自发自用、需求

侧能源分析、能源交易等新业务和新模式。例如，科华恒盛协同

张家口市政府，共同打造智慧能源云平台，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以及北京张家

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会提供重要能源支撑和保障，对于全国

乃至全球可再生能源应用发展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展望2016，新能源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关于未来，科华恒

盛将持续加大光伏等新能源节能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后续服

务及新商业模式运营等领域的投入，以及专家队伍建设，构筑

核心能力；通过理解用户的具体需求、贴近客户的整体解决方

案，与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快速响应并开发客户定制产品和解

决方案。

在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能源结构调整、城镇化与工业化

和信息化、能源互联网建设中，光伏产业等清洁能源将迎来新

的发展期。政府、企业、投资者、技术方案提供方等积极行动，

协力开启中国能源的未来。

中国很大、梦想亦很大，当“能源梦”映进现实时，天将更

加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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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安全生产事故频频发生，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通讯、环境、金融、工业生产……任何一方面出

问题，都可能威胁到公共安全。城市公共安全事关

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内

容。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

推进，各类风险也日益累积、日趋复杂，城市公共安全不断面

临新的挑战，如何保障城市安全，打造可持续的生态智慧城

市，成为各地政府及企业需要解决和关注的重要问题。

生态和智慧，无疑是当今城市发展的两大主流。上世纪

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随后

世界各国纷纷开始生态城市实践。迄今为止，我国已有230多

个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生态城市因为突破了传统

城市的种种发展局限，让居者能够不再忍受环境污染、交通

生态  智慧，让城市更美好
文/ 周浩

堵塞、公共资源紧缺等“城市病”的困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

流方向。与此同时，全球物联网、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

展，让一些国家和城市率先提出建设智慧国家、智慧城市的发

展战略，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提出构建一个以

“智能、融合、惠民、安全”为目标的智慧城市蓝图。

智慧生态城市是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建

立起来的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宜居环境，并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充分运用在

城市的各行各业之中的知识社会创新的高级信息化形态的宜

居城市。

面对生态智慧城市这一新生事物，科华恒盛以电力电子

技术为依托，在高端电源、数据中心、新能源解决方案基础上

融合互联网技术，积极参与生态智慧城市建设，持续展开探

索，并提出了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的构想。

在高端电源领域，科华恒盛拥有28年电力电子技术经

验，以UPS电源为核心组成的高端电源解决方案，已广泛应

用于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包括交通、政府、国防、通信、工业、

能源、教育、传媒、互联网等各行各业，为智慧城市基础设备

安全运行提供高可靠的动力保障。

在数据中心领域，科华恒盛承担的“数据中心机房配套

设备研发及推广”项目被列入了国家云计算项目，为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持续为智

慧城市云计算数据中心提供可靠安全和高效智能保障，包括

为雅安智慧城市云计算IDC.......等提供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而通过自主建设运营数据中心，如北京亦庄数据中心则为更

多用户提供高效安全的运营服务。

在新能源领域，科华恒盛坚持“技术自主、品牌自有”的

发展理念，对新能源业务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

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在国家新能源政策支持下，大力发

展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以及储

能、微网等新能源业务领域，为国家清洁能源发展和生态城

市建设添砖加瓦。

如今，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下，科华恒盛积极转型升

级，以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为目标，布局高端电源、光

伏发电、运维管理系统、储能、数据中心、云计算、智慧能源

管理、充电桩等产业。日前，科华恒盛协同张家口市政府，共

同将张家口市打造成为引领全球的以清洁能源支撑的“智慧

生态城市”的样板模式，以“零碳奥运”理念重塑与丰富奥林

匹克精神的内涵，同时将智慧能源管理云平台推动升级为京

津冀一体化联动的大平台范畴，为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的生态

环保、节能改造、产业升级、城市发展做出贡献。

专题策划专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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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科华恒盛十大亮点

最突出的营销转型业务
——金融、轨道交通、新能源、数据中心

入选理由：在2015年科华恒盛深入营销转型的过程中，金融、轨道

交通、新能源、数据中心带动各大业务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为科华转型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最重要的IT工具优化升级——科华CRM成功导入

入选理由：作为首批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认证通过单位，科

华恒盛一直致力于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综合竞

争力。通过导入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 ，完善客户服务

管理系统，进一步实现与战略合作伙伴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为支

持科华向制造+技术服务模式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创新的工厂管理——透明化工厂

入选理由：科华供应链以“为客户提供质量有保障、交期有保证的
产品和服务”为目标，致力于质量、成本、效率、柔性、敏捷、集

成，打造具有综合竞争优势及科华特色的卓越供应链，通过“两

化”管理体系的深度融合，建成“中国制造2025”的透明化工厂，

即：科华精益生产系统(简称KPS）。KPS依托表格化、可视化、信

息化的“三化”管理手段，构建了符合科华的精益生产系统，该精

益系统实现了对生产全过程人、机、料、法、环的精益化管理。

最有爱心的公益活动
——科华持续19年支持革命老区教育事业

入选理由：科华恒盛长期关心、支持社会教育事业，十九年来坚持

不懈地支持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其善行义举托起了革命老区学子的

希望。同时，也凝集着全体科华人心系革命老区、支持教育事业的

冉冉红心！截至2015年，科华老区育才奖学金累计奖励老区学生

3306人，其中本科生776人，硕、博研究生72人。

最看好的经济新增长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入选理由：2015年，科华恒盛充电系统以“互联网+技术+商业”模

式，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全流

程服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莆田、宁德等地广泛应用，并

开拓了厦门机场新行业，产品还远销美国等海外市场。新能源汽车充

电业务成为科华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最给力的新市场开拓——军工市场

入选理由： 2015年，科华恒盛已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颁发的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取得具备从事证书所列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活动的资质。根据军民融合政策，科华恒盛近日与军方某部

签订了首批电源设备订单，为军方提供高可靠供电保障。可以预见

的是，科华恒盛未来在军工市场将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最有影响的生产技术创新——做线自动化生产设备导入

入选理由：通过多方面努力，科华成功导入了做线自动化生产设

备，相比原来的剥线设备，新引进自动化设备带来诸多优势。如检

测优化、人力减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且大幅提升了做线班车间的

生产效率等。为公司进一步推行自动化吹响了号角，代表着科华向

智能制造迈出的坚实的又一大步，是2015年公司最具代表性的自动

化导入项目。

最受好评的科华3A厂家级服务体系

入选理由：不同行业客户对产品与方案的专业化需求越来越高，同

时不同区域客户又期望其需求得到快速响应。面对专业、及时的

双重需求，科华恒盛通过在全国建立了9大技术服务中心、50多个

直属服务网点，300余位技术工程师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客户

提供3A厂家级主动式、快速响应、高保障等技术服务。在过去的

2015年，科华技术服务团队广受客户高度肯定和好评

科华纪事科华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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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年度巡展活动
——“智慧电能·生态互联”全国巡展

入选理由：2015年科华恒盛以“智慧电能•生态互联”为主题的最大

年度全国巡展在南昌、赣州、南平、柳州、三明、莆田等20多个城市

成功举办，进一步加强与行业客户和渠道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如此大规模的巡展，不仅显示了科华恒盛智慧电能三大业务在打造生态

型能源互联网的重要性，而且也体现了科华恒盛始终致力于为用户及合

作伙伴提供高端领先的电源技术和行业级整体解决方案的愿景。

06最重大的科研装备技术创新——核级UPS

入选理由：科华恒盛自主研制的核级UPS设备获得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鉴定证书，填补了国内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且主要技术指标

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核级UPS鉴定证书的获得，丰富

了科华恒盛的产品图谱，将使公司在未来的核电市场竞争中更具优

势，并将为实现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实施奠

定更坚实的技术基础。

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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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运营上，科华恒盛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结

合精益管理的理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科华恒盛

生产体系（KPS）”。由此，它打造透明工厂，致力于

建成“中国制造2025”的样板。

“任何一家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的核心就是产品。产品的

质量和技术水平，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决定了这家企业的行业

地位和发展水平。”陈成辉说，“没有现代化的高端制造，没有

两化融合的模式，要实现企业的高端战略目标是很难的，或

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战略转型
呼唤高端制造

据陈成辉介绍，不同于许

多同行，科华恒盛当年创业伊

始就走自主技术、自有品牌的

发展路径。“不但自己开发技

术，而且用中国品牌在创业，

在开拓市场。这是我们很不同

的地方。”进入21世纪，中国

UPS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和恶

性竞争日趋严重。作为应对，

科华恒盛决定向高端转型升

级，确立高端的战略定位。“还

是坚持自有品牌，自主研发，

但是要面向高端，定位高端，

高端的产品，高端的市场。”

在高端定位下，科华恒盛

的大功率UPS产品获得长足发

展，公司品牌挤进了前四强，而

且是唯一的本土品牌。“这就使

得科华公司跟其他公司产品区

别开来，市场区别开来。”

基于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势头，科华恒盛2010年

在深圳A股市场成功上市。为了全面落实高端定位，该公司在

上市前后提出从单纯的产品制造，过渡到向客户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

这个时期正值国家强调产业的转型升级。陈成辉结合科

华恒盛的发展情况，再次对转型升级做了深入思考：中国制

造面临转型升级，实际上是成本竞争很激烈。“不管你是用产

品，还是用整体解决方案，都规避不了这种单纯的成本竞争，

公司同时又得在高端上规模，怎么能够持续地发展，这是我们

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成辉带领科华恒盛借助资本的力

量，进入公司核心竞争力相关的业务领域，使整个公司的业务，

从产品到解决方案，再升级到业务平台，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价值链，并确立了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

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是顺应能源行业未来大趋

势的战略之举，为科华恒盛的

发展注入巨大动能。埃森哲公

司日前发布的《中国能源互联

网商业生态展望》研究报告预

测，到2020年，中国能源互联

网的总市场规模将超过9400

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7%。

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的

战略目标，也契合科华恒盛的业

务形态。该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

高端电源、数据中心、新能源、

电动汽车、军工五大业务领域。

这些业务领域都是与能源密切

相关的，得到科华恒盛的核心

技术的支持，包括节能的核心技

术、电力转换的核心技术，及其

软硬件开发的核心技术。

“这几大产业，数据中心

是耗电大户；新能源是发电；

高端电源是做电力保护，节能，

控制；电动汽车也是耗能，也

要管理。它有可能又是储能，

又是发电，很需要通过互联网

的业务模式和形态，来把业务

推动起来，进行深化的应用，

形成平台型的业务。”陈成辉说，“不走这条路，企业就不可能

在应用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要真正全面实现高端定位也不

可能。所以，互联网和我们的产业就进行了紧密的结合。”

战略上的转型升级，需要运营层面的强力支撑。在科华

恒盛，这就是高端制造。在陈成辉看来，战略定位高端，就必

须有高端的产品质量，必须有高端的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客

户才能接受。

导语：向价值链高端成功转型升级，是许多中国企业梦寐以求的一件大事。然而做成这件

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少数企业中的一个。对大

多数仍然顽强奔走在转型升级之路上的企业来说，科华恒盛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

科华恒盛：拥抱高端制造

转载：《世界经理人》杂志  作者：明语

管理前线管理前线

经过28年自主技术、自有品牌的发

展，科华恒盛已经成为UPS电源

行业的国产第一品牌，成为中国电

源行业的领跑者。在董事长兼总裁

陈成辉的带领下，科华恒盛在战略

上确立了高端定位，树立了打造生

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目标，

明确了“技术+资本”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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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根本就不是简单的说哪个区域的哪几家公

司，而是面对全球化的国际品牌的全面竞争，而且是在高端产

品上的竞争。我们的产品就必须和那些大的国际巨头电气公

司的产品去媲美。这是我们面临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提出整

个制造的现代化，高端制造。”陈成辉说。

在科华恒盛，高端制造意味着核心制造。所谓核心制造，

就是把一些规模化的制造业务，分包给公司外面能够承接的

高端工厂来做。科华恒盛自己的工厂，则是掌握核心的制造，

聚焦在关键工艺和关键产品。在核心的制造环节，比如对质

量至关重要的PCB板的制造，该公司加大关键设备和自动化

设备的投入，确保制造出符合高端质量要求的产品。

高端制造也意味着打造以敏捷制造为核心的卓越高效供

应链。科华恒盛所处的行业，产品的定制化需求很多，这对供

应链提出了高标准。“供应链里，敏捷制造是核心，技术、敏捷

制造、营销等环节形成一个很实在的实体和运作的支撑点。”

陈成辉说。

他接着说：“产品定制化要求从研发到工厂，到制造，整个

过程的衔接非常密切的协同。这种协同也对我们的信息化提

出了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来提高效率，来提高产品的质量水

平，提高运营的控制水平。现在，由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

融合，我们整个制造和研发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协同。”

两化融合，打造透明工厂

据科华恒盛副总裁吴洪立回忆，为了支撑公司战略的实

现，科华恒盛于2011年开始和IBM合作，制定并实施“信息化

五年规划”。

在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成辉看来，按照“信息化五年规

划”实施两化融合，要达到三个目标。

一是要确保科华恒盛真正向敏捷制造过渡。“因为我们

的产品或者市场的发展趋势是更多的定制化，所以敏捷制造

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它非常迫切需要两化融合的支撑。”

二是要能够更好地应用新技术，能够把新技术融入科华

恒盛的产品当中。“我们的制造过程要能够现代化，比如说我

们的产品，软件的性能和功能越来越复杂，那么生产过程、制

造过程就是在调试，它也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才能够确保整

个生产、制造的调试能够实现自动化、高效率。”

三是质量。“我们通过两化融合进一步提升质量，把成

本尽可能降低，同时提高我们的质量。”这三点对科华恒盛走

“技术+资本”的发展路径至关重要。“两化融合一定要体现

‘技术+资本’，把我们很多创新的东西，通过制造体系体现出

来。”陈成辉说，“所谓高端制造，就是把你的技术思想，把你

的很多创新理念，通过制造体现出来。如果没有好的制造手

段，你就实现不了那些创新理念和技术水平。”

实际上，五年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成功，科华恒盛也因此

在2015年入选国家工信部“全国首批200家通过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评定的企业”榜单。工信部认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

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的重中之重，而推动两化深度融合能实现

“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目标的落地。

按照五年规划，科华恒盛以“信息化、表格化、可视化”

的手段，实现“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自动化”的目标，分

步骤导入企业信息化系统，包括ERP（企业资源规划）、SRM

（供应商关系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eHR（人力资

源）、MES（制造执行系统）和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

业界先进的十大信息管理系统。

这些信息管理系统的导入，使得科华恒盛打通了跨部门

（跨中心）的流程。“我们有研发中心、营销中心、供应链中心

等等，有了这个信息化平台，大家谈话题就在同一个频道上，

在同一个频谱上，而不是你说A，我说B，他说C，大家说话调

子不一样。”吴洪立说，“同时，信息化系统把供应链的前端延

伸到我们客户，后端延伸到我们供应商，全线拉通，真正变成

供应链了。”

该公司还在两化融合中结合了精益管理的理念，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华恒盛生产体系（KPS）”，以区别于“丰

田生产体系（TPS）”。在很大程度上，科华恒盛把自己这种

生产体系，称为“透明工厂”。

“电力电子产品，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质量，特别是

系统性的大的装置，它的质量要求很高。透明化就意味着我们

能够透|视它的整个制造过程，它的质量构成是怎么样的；能够

通过管理手段，通过信息化手段来保证质量。”陈成辉说。

据吴洪立介绍，科华恒盛的透明工厂具有三个特色。第

一是信息透明。“比如我们客户问：‘我的订单是什么状态？投

产到什么状态？产出了多少？最迟什么时候全部完成？’这些

信息他通过我们的系统都能看到。”

第二个是管理透明。“通过手机、平板、电脑、互联网等手段，

能够看到管理制度、操作指导书和规范在工厂现场的呈现。”

第三是工厂管理的三化手段，即表格化、可视化、信息化。

“这三化加在一起，成为我们向高端制造转型的抓手。”

有了两化融合的强力支撑，陈成辉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

“未来我们朝着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的目标，制定下一步

发展计划，按照我们既定的‘技术+资本’战略路径，继续推进

企业发展。”他说，“相信再经过几年，每个业务平台都可以创

造出科华恒盛现在这个规模，那就是若干个科华恒盛—我们

希望有这么一种裂变的发展。”

管理前线管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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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3日下午，科华恒盛2015年度先进表彰大会

暨2016年迎新春歌舞联欢会在漳州市华阳体育馆隆重举行，

科华恒盛董事长兼总裁陈成辉先生等公司领导以及来自公司

各中心、各子公司的3000多名员工参加了会议。

董事长陈成辉先生为大会致开幕辞，并公布了2015年度

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随后进行颁奖与表彰。颁奖结束后，公

司管理团队一起登台进行宣誓，号召全体员工，继续弘扬“爱

拼、团结、共赢”的科华精神，二次创业、敢于拼搏、创新无极

限，保持忧患意识，不断激发新思维，掌握新能力，敢挑重担，

争当先进，为公司转型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合唱比赛是年会的一大亮点，,各支队伍经过长时间的准

备，比赛现场均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团结就是力量》、《激

2015年度先进表彰大会
暨2016年迎新春歌舞联欢会隆重举行

情飞跃》、《众人划桨开大船》、《光荣与梦想》等经典歌曲

先后唱响，歌声整齐嘹亮、激越昂扬，回荡在体育馆上空。最

终，营销中心凭借着优异的表现获得第一名。

在合唱比赛的过程中，还穿插着精彩的文艺表演。民歌

《好运来》优美动听，屡屡引得观众喝彩；舞台剧《四大名

著新编》、小品《水浒歪传》亮点不断，赢得在场人员的热

烈掌声；《闪耀青春》、《喜水》、《free style》等舞蹈为我

们展现舞蹈的迷人魅力，同时也体现了科华员工的多才多

艺。经过激烈的角逐，舞台剧《四大名著新编》获得文艺表

演第一名。

整场年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一片喜庆、温馨的氛围

中圆满落幕。

文艺表演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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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舞《喜水》        小品《访谈：在科华的岁月里》        舞蹈《free style》        小品《水浒歪传》

民歌《好运来》        歌伴舞《闪耀青春》        舞台剧《四大名著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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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三大业务全面快速发展，在营销拓展方面，拓展了军工、核电、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等新市场，并在轨道交通、金融、新能源、数据中心等方面取得良好成绩；在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站在国家技术中心的新起点，不断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荣获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突

破重大核电技术装备；在供应链建设方面，公司通过两化融合，打造透明工厂，结合精益管理理

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华KPS生产体系，获得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同时，公司财务管理更加规范，组织建设逐步完善，职能管理愈加清晰，培养和引进并举，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资本运作有效开展，品牌认可广泛提高。这些成绩的

取得，凝聚了全体科华人的智慧和汗水，过程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正是科华

人同心同德，奋力拼搏，甘于奉献，才开创了各项工作的崭新局面。

2015光荣榜

2015光荣榜

01

03 11

04 12 1507

05 13 1608

06 1409

10

02

01 09

02 10

03 11

04 12

05 13

06 14

07 15

08 16

轨道交通团队奖  转型项目团队销售奖、转型项目专项奖

新能源大客户开发及产品销售团队奖 管理改善奖

FR-UK33系列大功率产品开发及销售团队奖 技术创新奖

特别贡献奖 其它项目专项奖

优秀干部奖 优秀员工奖

业务进步奖 优秀通讯部门奖

业务开拓奖、项目开拓奖 优秀通讯员奖

项目推广奖 优秀导师奖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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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特斯拉科技创新成果——Tesla Model S

Tesla Model S是一款由Tesla汽车公司制造的全尺寸高

性能电动轿车，外观造型方面，动感的车身线条使人过目不

忘;在前脸造型方面，该车采用了自己的设计语言;另外，特斯

电子智能义肢的出现会让更多的人会因此站起来，而目

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正式批准的DEKA手

臂系统（DEKA Arm System）医疗器械，可以接收患者残肢

全球最值得关注的6项科技创新成果

智趣生活智趣生活

拉Model S的镀铬门把手在触摸之后可以自动弹出，充满科

技感的设计从拉开车门时便开始体现。相信这款车一定会让

你过目不忘。

处肌肉收缩的电活动信号，并将这些电信号传输到假肢中的

计算机处理器，处理器会将信号进一步转化为肢体活动。义

肢的出现为残疾患者带来了福音，带来了希望。

可 折 叠 式 超 高 清 智 能 影 院 R o y o l e -X 基 于 新 型

AMOLED技术，对比度比传统LCD高出至少1个数量级，响

应速度也比LCD要快1000倍，3300ppi的屏幕分辨率更是

iPhone 6S的10倍，是当前全球显示领域产品的最高物理分

NO.1、柔宇科技科技创新成果——可折叠式智能移动影院Royole-X

NO.3、Deka Robot Arm的科技创新成果——电子智能义肢

辨率。同时配备了柔宇科技自主研发的首款智能移动显示操

作系统Royole-X OS，设计相当人性化。Royole-X首次将超

高清大屏显示和立体声有源降噪耳机通过可折叠方式完美融

为一体，让用户真正地如同置身高端私人影院。

NO.5、Nest的科技创新成果 ——智能恒温器Nest Learning Thermostat

这是一款懂你温度的智能家居，智能家居硬件公司 Nest 

发布了第三代Nest 学习型恒温器。它增强了 Farsight “远

视” 功能，当用户远距离靠近恒温器时，恒温器会自动显示

时间或温度; 同时新功能 Furnace Heads-Up（保险丝提

醒）可以在跳闸时，通过手机 App 向用户发送提示。

NO.6、大疆创新的科技创新成果 ——无人机Phantom 3

这是无人机领域的再次创新。大疆创新的这款产品与汪

峰求婚无人机为同系列，但在功能上进行了升级，可以拍摄

4K视频、能进行实时720航拍画面直播，DJI Pilot App的功

能也更加全面，能让每位用户都能够轻松完成专业水准的影

像拍摄。而对大疆而言，Phantom 3系列是大疆创新的又一

里程碑，也进一步拓宽了无人机领域的技术创新。

NO.4、Jibo Inc.科技创新成果 ——首款家用Jibo机器人

看过电影《超能陆战队》的朋友都想拥有大白，而Jibo 

Inc.的这项最新科技创新发明成果让你的梦想实现了。Jibo机

器人是一款和大白一样的暖心管家，它能够记录家庭中每个

人面孔，帮助家人做备忘提醒，甚至是打理日常生活。如果一

个残疾者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家庭助手，那么生活中的

很多难题都将迎刃而解：Jibo帮你订餐，Jibo帮你告别脸盲，

Jibo让你不再孤单。这项由MIT教授Cynthia Breazeal所研

发Jibo机器人自然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云·尚生活 ｜ 电·驰未来

    创立于1988年，2010年深圳A股上市，股票代码002335，28年专注电力电子设备研发制造

    是“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承担者、“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提供专用充电网络、智能停车场、商业运营充电网络、新型绿色充电站等解决方案，全系列充电设备产品，  一站式交钥匙工程，

    新能源汽车充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等

*以上数据均由本公司提供

科华恒盛  智能充电系统解决方案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335
www.kehua.com.cn         400-808-9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