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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末，能源、电力等“十三五”规划密集出炉，鼓励自主创新、优化电源结构、推
进节能减排被屡屡提及。放眼世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国会议通过

《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布世界进入就气候变化“履约和采取行动”的新时代。
当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不分国度、不分社群、不分你我的共同价值取向后，真正有

担当的高科技企业正在思索，如何用最高智慧和创新技术让能源更清洁、让城市更智
慧、让生活更美好。

依托28年电源研发制造经验，科华恒盛保持对电子电力产业一贯的准确理解，始终
致力于为各行业用户提供可落地实施的高可靠、低能耗的整体解决方案。回顾2016年，
科华恒盛在多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为客户创造了全新的商业价值。

科华恒盛自主研发核电UPS产品方案应用到国内多个核电项目，为提升我国核电
整机国产率、降低化石燃料发电率打下坚实基础；由科华恒盛承担的“2015年度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双馈型地铁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通过科技成果暨新产品鉴定会，未来的城
市地铁将因此更加节能高效；结合自身产品体系，科华恒盛以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系统
为核心，创新性地将光伏太阳能、风能以及储能系统与之整合，为深圳、厦门等地提供全
新的绿色动力；广州科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通过广东电信验收，由科华恒盛为各行业
客户打造的高性价比的绿色数据中心综合应用备受肯定……

通过超前布局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科华恒盛所确立的以能源基础为“一体”，以云基
础服务、新能源为“两翼”的战略发展规划助力公司成功抢占高点。

当下正值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时，经济的稳步增长、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技术
的创新驱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促进国家经济战略转
型的新引擎。为此，科华恒盛将坚定不移地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创新商业模式，打造
更为贴近用户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

PREFACE  刊首语

抢占创新高点
彰显企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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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专题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掀起绿色低碳发展大潮，特别是随着光伏发电、风电等清洁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新能
源革命正在改变现有的国际能源版图；云计算数据中心在储存与处理海量信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
了数据中心，才使得智慧城市避免成为“信息孤岛”；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科华恒盛打开交通、核电、岸电等领域更大市场空间的
同时，切实为城市运行提供了全方位的电源保障。

NEWS 新闻

P2  科华恒盛中标中广核华龙一号首堆项目 

P4  科华恒盛高端电源“护航”法雷奥罗国际机场 

随着科华恒盛成功中标华龙一号首堆项目——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此举标志
着我国终于打破国外品牌在核岛领域的长期垄断，这也是核电领域核岛直流及交流
不间断电源系统首次采用国产品牌，为我国核电整机装备“出海”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中国援建萨摩亚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级改造一期工程竣工，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FR-UK/B33160 UPS设备
被成功应用在机场的航信系统。萨摩亚正是迪士尼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故事取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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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行业

P14 我国数据中心节能降耗潜力巨大
作为工业领域的大耗能产业，国家对数据中心节能发展非常重视，中国电
子节能技术协会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吕天文表示，节能现在
已经成为数据中心重要的领域……

P16 分布式光伏春天将至
随着我国西北部地区地面电站的逐渐饱和，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弃光问题
逐渐凸显，逼迫着光伏企业积极开拓新的主战场。在地面电站遭遇困境之
时，受政策青睐的分布式光伏悄然兴起。

POLICY 政策

P18 国家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时隔15年，电力主管部门再次对外公布电力发展5年规划。11月7日，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MANAGEMENT 管理

P26 卓越管理者必备的科学统筹力
提高统筹能力就是对管理者的必然要求，这要求管理者遵循这样一条准
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也就是说管理者要办事细致周到。

CULTURE 文化

P28 科华恒盛G20项目团队获客户致函表扬

科华恒盛G20项目团队在G20大型酒店、会议场地、印象西湖舞台灯光、电
视转播车、交通指挥中心、机场、安保等各个重要场所，尽心尽力确保电源
保障，为成功举办尽了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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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华龙一号首堆项目——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工
程，此举标志着我国终于打破国外品牌在核岛领域的长期垄断，这也是核电领域核岛直流及交
流不间断电源系统首次采用国产品牌，为核电整机装备“出海”打下坚实基础。

科华恒盛本次中标项目即防城港核电3、4号机组LOT68A核岛直流和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
采购项目。本次中标范围包括防城港核电站3-4号机组核岛充电器、逆变器、充放电装置等设备及
备件，以及文件、培训和服务。

填补国产核级UPS技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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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复杂且受国外设备厂家在核电市场的垄断地位影
响，核级UPS设备一直依赖于进口，是少有未实现国产化的电气设备之一，严重制约了我国核电
项目的自主化建设。科华恒盛自主研发推出的核级 UPS设备，打破了国国品牌技术垄断，填补了
国内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

科华恒盛核级UPS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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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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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恒盛中标中广核华龙一号首堆项目 

NEWS 新闻



3

DECEMBER 2016
VOL.49

开拓国际核电市场的桥头堡
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是我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首个核电项目，是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之一，

由中广核集团与广西投资集团共同投资。中广核集团负责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
瓦级核电机组，一期工程建设两台单机容量为108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机组，二期工程采用装机容量
为118万千瓦的“华龙一号”技术。“华龙一号”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
由中广核和中核原先各自研发的三代技术融合而成。

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的建设，将进一步助力广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
放发展，其还将成为我国核电技术开拓国际核电市场的桥头堡，为接下来以自主技术带动装备制造等
产业大规模走出去奠定关键基础。

核电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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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有60至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
这意味着海外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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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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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电源产品方案在核电、工业、交通、通信、金融、政府、国防等各行各业广泛应用。

本次中标中广核华龙一号首堆项目，是科华恒盛挺进核电市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也是科华恒盛
高端电源品牌的又一标志性工程，为后续的核电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以及实现我国核电 “走出去”战
略实施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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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全球热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展现了南太
平洋岛国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其中萨摩亚正是电影主创团队的
故事取材地之一。如果你选择现在到访萨摩亚，就能看到一座
南太平洋地区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已经落成。

近日，中国援建萨摩亚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级改造一期工
程竣工，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FR-UK/B33160 
UPS设备被成功应用在机场的航信系统。

风光旖旎的萨摩亚是太平洋南部岛国，是悠久灿烂的波利
尼西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一直以来，旅游业都是南太平洋岛
国萨摩亚的经济支柱，但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该国的
法雷奥罗国际机场急需扩容。

2014年11月，在习近平主席与图伊拉埃帕总理的见证下，
中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援建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级改造项
目的优惠贷款协议。

机场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包括机场离港候机楼、航油中心、
停车场和道路等共计7000平方米。经过上海建工专家、技术人
员和工人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机场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如期竣工
并顺利移交。

科华恒盛高端电源“护航”法雷奥罗国际机场

在这座象征着中萨友谊的新地标里，科华恒盛提供的FR-
UK/B33160 高端UPS设备被应用在机场的航信系统，可有效保
障机场运行的安全顺利。

FR-UK/B33160属于FR-UK33系列中大功率UPS，采用业
内最成熟的相控整流技术，配以性能优越的功率器件和逆变模
块、智能化多模式电池管理技术和丰富的电源管理软件、强化
的组合机柜结构，为负载提供高性能、高可靠的正弦波不间断
电源，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和用户基础。

明年，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级改造二期工程完成后，将达
到年吞吐量60万人次的服务能力。中国驻萨摩亚大使王雪峰
说，法雷奥罗国际机场升级改造工程促进了萨摩亚旅游基础设
施与国际接轨，它将成为南太平洋地区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

作为交通安全及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领导者，科华恒盛定
位高端，依托自主创新和强大技术服务能力，致力于为交通领
域用户创造高价值服务，提供高可靠、按需定制的电源整体解
决方案。目前，产品方案已成功应用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京
首都机场T3航站楼、广州白云机场、青岛国际机场集团等重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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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由中国能源报社主办的“2016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强发布会暨新能源发展高峰论坛”在武汉举行。凭借在新能
源领域的稳健发展和产业布局，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继
2015年之后再度晋级500强榜单。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全球新能源
市场也发生一些新变化。

今年上榜“500强”的企业最低营业收入达到7.58亿元人民
币，较去年大幅增长1.33亿元。“500强”企业的总营业收入首次
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达到30666亿元人民币。上榜企业中，中国
企业占据193家，比去年增加25家，美国与日本分别上榜65家、 
46家企业排在二三位。

活动主办方认为，中国企业在企业竞争力、产业链完整性
上正在全面快速发展。 

新能源作为科华恒盛“一体两翼”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的市场表现十分亮眼。

12月4日，由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及漳州科华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的“双馈型地铁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项
目科技成果暨新产品鉴定会在厦门召开，本次鉴定会由中国电
器工业协会电力电子分会组织。鉴定委员会经听取报告、审阅
资料、现场测试、质询后，一致认为该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鉴定。

由科华恒盛承担的“双馈型地铁制动能量回馈装置”是
“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它可实现再生制动能量的回

馈利用，并能有效减少因制动电阻发热而产生的温升。由列车
制动产生的再生能量通过能量回馈装置送给交流电网，供附近
其它用电设备使用，从而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

科华恒盛再度上榜201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

科华恒盛自主研发地铁节能产品通过双鉴定

目前，科华恒盛的新能源产品方案在光伏并网电站、分布
式发电、风光互补并离网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出色进展，已成功
应用于新疆、青海、陕西、宁夏、甘肃等光伏并网地面电站项目，
南京、佛山等分布式光伏项目，西南某国防通信工程、漳州古雷
杏仔路风光互补项目以及深圳、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等国
内外储能、微网系统项目等。

作为国内领先的光伏风电新能源解决方案及节能服务提
供商，科华恒盛将始终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帮助
用户实现安全、可靠、优质的新能源项目集成实施。

据悉，“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活动由人民日报社旗下《中
国能源报》与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共同推出，是一项针对新能
源行业权威研究评价的大型公益活动。该活动自2011年始，已
经成功举办五届。该活动是深度把握全球新能源市场，深刻了
解新能源产业发展，打造新能源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重
要平台。

该项目的设计符合IEC、GB、TB 等相关标准要求，控制上
采用全数字高频变流技术，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高可靠的运
行性能和完善的冗余设计，功率可按需进行灵活配置，是轨道
交通可再生能量回收的优秀解决方案，可有效提高列车运行的
节能效率。

在鉴定会上，与会专家通过听取设计研制报告、审阅相关
技术资料、考察生产现场、对产品进行现场测试、质询后，形成
鉴定意见。

鉴定委员会认为，“双馈型地铁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项目创
新性突出，工艺成熟，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主要技术指标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
过科技成果与新产品鉴定。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电力保护及节能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科华恒盛以轨道交通行业电力保障和节能减排为己任，
致力于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目前，科华恒盛已经为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武汉、厦门等地的地铁线路提供了
卓越的设备电力保护解决方案和服务，为推动中国轨道交通发
展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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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核电产品系列
完成展会首秀

福建省轨道交通协会正式成立

11月28-30日，第十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装备
展览会在北京举行。首次携绿色核电综合解决方案
亮相核电领域展览会的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
司，集中展示了安全可靠的核电产品系列，受到众
多海内外客商的关注，部分客户还当场表达了对未
来合作的积极意向。

当前我国核电发展正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特
别是国家重大战略“一带一路”主张与世界共享发
展机遇，助力中国核电“走出去”。因此，在全球核能
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国际核电工业装备展览
会，便成为中国核电工业企业的重要展览平台。

作为国内首家掌握核级UPS自主知识产权企
业，科华恒盛馆此次展出了核级逆变器、核级充电
器、常规岛用直流屏、常规岛用UPS、常规岛用逆变
器等最新产品，同时还向参观客商重点推介了广西
防城港核电站、阳江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红沿河
5、6号机组核电项目等成功应用案例。

自2015年11月，科华恒盛自主研发、填补国内
技术空白的1E级K3类UPS设备通过专家专家评审
鉴定以来，公司旗下核电产品的研发制造便保持了
一贯的可靠设计、超强防护与高度智能。来自全球
各地的客商在详细了解科华恒盛的核电产品后，不
禁对“科华恒盛创造”刮目相看，部分客户甚至当场
表达了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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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为目标，持续在为各领域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
电源保障和优质服务。除了核电领域，科华恒盛自
主研发的高端电源产品方案还在工业、交通、通信、
金融、政府、国防等各行业广泛应用。

10月16日，福建省轨道交通协会成立大会在厦门隆重举行。福
建省经信委、厦门市经信局、厦门市人大常委办公厅、厦门市地铁办
公室、厦门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中铁二局、中铁电
气化局城轨公司、中国通号、南京轨道交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南京
轨道交通协会等单位的领导、代表，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成辉出席了成立大会。

福建省轨道交通协会是由在闽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设计咨
询、建设、监理、运营、科研等单位和个人，按照“自愿、合作、平等、互
助、互惠”的原则发起成立，经福建省民政厅注册登记的具有法人资
格的地方性、行业性、非营利的社会组织。

协会以促进会员单位实现共同利益为宗旨，引领会员单位遵守宪
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起到桥梁纽带作用，发
扬热忱服务精神，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会员单位发展，维护市场公
平秩序，为加快福建省轨道交通建设和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目前，协会已有会员单位50多家，其中包括厦门科华恒盛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宏发电气有限公司、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厦门ABB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天津市福
耀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等各交通领域的相关企业，充分体现交通领域
融合、开放、创新的特点。

在大会上，会员单位投票表决通过了《福建省轨道交通协会章
程》等协会文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一届监事会监
事。经投票选举，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黄志群任
协会首任会长，厦门宏发电气有限公司副总裁黄立军、福建南平太
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大客户总监卢国林、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大
区域总经理钟志元任常务副会长。

福建省轨道交通协会的成立有利于加强我省轨道交通领域各
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校的合作交流；通过整合省轨道交通领域相关
企业资源，互通有无、抱团发展；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
积极帮助企业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构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新优
势的战略部署，引导和推动我省轨道交通产业取得了更快更好的发
展，并助推我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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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携三大智慧方案参展第120届广交会

10月15日，中国目前历史最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第120届广交会正式拉开帷幕。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秉承着创新与开放的理念，紧跟全球能
源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趋势，连续多年参展，此次携能源基础、云基础服务和新能源三大智慧能源领
先产品方案亮相第120届广交会，为全球客户带来生态型能源互联创新体验。

本届展会，科华恒盛全面展示了在新能源、信息安全及关键设备电力保护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和技术能力，包括新能源光伏发电系统、离网系统、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储能系统，以及数据中心
模块化电源和高端客户定制电源方案在内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家用储能、光伏逆变器、电动汽车充
电桩等，因其时尚美观、贴近生活且设计高端可靠，吸引众多客户驻足观看咨询，广受好评。

在能源基础领域，科华恒盛隆重推出了三款全新升级产品，包括模块化不间断电源MR33系
列、三电平高效率高频小功率KR-RM系列、新一代工业用工频UK33系列及配套解决方案。新一代
的能源基础产品，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升级，加强了数字控制及新技术的应用。更高的效率为客户提
供了更为可靠的系统稳定性以及更加灵活友好的用户体验，让这三款电源保障型产品方案在现场
赢得了客户的赞赏。

伴随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国政策的支持，新能源方案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型电站、分
布式发电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等构成了新能源领域的主要应用解决方案。科华恒盛顺应市场的需
求特点，在本次展会上推出了相关领域的大功率集散式逆变器、分布式组串逆变器、家用储能逆变
器及配套解决方案。其中，近年新推出的家用储能SPH系列产品，通过储能变流器与蓄电池组等储
能部件的解决方案，为家用负载提供了不间断清洁能源，成为了本次广交会上的焦点，赢得客户的
广泛肯定。此外，光伏、储能和充电桩的技术融合与推广应用，也为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带来源源
不断的绿色动力。

科华恒盛作为国际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连续多年参加广交会，见
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走出国门的崛起过程。通过本届广交会，借势“一带一路”“互联网+”等战略，
科华恒盛将进一步开拓国际新市场，让自主先进理念和创新成果进一步推向世界，帮助全球用户
加快转型创新速度，实现真正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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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成为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成员单位

科华恒盛上榜中国光伏行业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

11月29日，2016年核电产业链高峰论坛——烟台核电研
发中心成立暨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第六次常
务理事会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通过了新增厦门科华恒盛股份
有限公司等成为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成员单
位的决议，科华恒盛副总裁梁舒展出席授牌仪式。

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成立于2009年2月，
由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发起，目前有成员单位83家，主要由中
国核电设备制造相关企业、科研设计单位、院校及其他相关单

1 1 月 2 9
日-30日，2016
中 国 太 阳 能 光
伏 产 业 创 新 与
发展高峰论坛、
2016中国光伏
行 业 最 具 创 新
力 企 业 5 0 强 榜
单 发 布 暨 颁 奖
典 礼 在 上 海 举
行。厦门科华恒
盛 有 限 公 司 被
授予“2016中国
光 伏 行 业 最 具

创新力企业50强”“2016中国光伏行业十大最具创新逆变器企
业”两项荣誉。

2016中国光伏产业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由光伏产业网发

位等自愿组成。该中心以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提升核电
设备成套供货能力、技术水平与质量管理能力为己任，致力于
搭建设计、采购、制造、鉴定与评定单位之间的创新合作平台，
打造平等、互信、互利、高效的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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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持续在为各
领域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源保障和优质服务。

在核电领域，科华恒盛核电厂1E级K3类UPS设备FR-UK 
HD系列设备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
标志着我国实现核电厂控制系统不间断电力保护技术国产自
主化，填补了国内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

凭借可靠设计、超强防护、高度智能、易于维护等卓越性
能，科华恒盛的核电产品系列的市场表现优异，目前已应用于
广西防城港核电厂一期工程、阳江核电站项目、红沿河5-6号机
组的核电项目、504厂项目、云南核工业测试研究中心项目等。

在成为中广核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成员单位后，
科华恒盛将与其他成员一道推进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业整体水
平的不断提升。

起，中国智能光伏产业联盟协办，旨在推动光伏产业转型升级，
加速推动产业创新，做大做强我国光伏产业。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创新 领跑光伏未来”，围绕“光伏电站
和EPC”“分布式光伏发电”“光伏+储能”三大主题，共同探讨了
光伏产业的创新以及如何提升光伏全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科华恒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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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一系列高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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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较强的品牌影响力。正因
如此，科华恒盛最终在本次论坛上斩获两项分量极重的大奖。

论坛上，科华恒盛新能源事业部产品副总监曹建还作了题
为《互联网模式下的储能技术应用汇报》的演讲，就储能领域发
展现状、储能对电力系统的典型作用、科华恒盛储能系统主要
应用分类和案例等与同行们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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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荣获2016年数据中心优秀民族品牌奖

11月15-16日，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主办，中国数据
中心工作组（CDCC）、综合布线工作组联合承办的2016中国数
据中心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在众
多参评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2016年数据中心优秀民族品牌
奖”及“2016年数据中心产品应用奖”，以表彰科华恒盛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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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评选活动历时数月，除了组建由来自业内的资深专家
共同构成的评选委员会外，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在深度分析
报告基础上对数据中心项目进行现场实际考核，现场专家答辩
等过程，最终评选出各类奖项，以确保评选过程完整全面，真正
凝聚不同领域内各精英的专业智慧。

据了解，2016中国数据中心年度论坛及会上揭晓的奖项含
金量极高且具有广泛的行业影响力，吸引了来自设计院、金融、
IDC、运营商等领域的数据中心技术专家、领导厂商专家、新闻
媒体等在内的2000人次代表莅临本次论坛。科华恒盛的数据中
心产品市场负责人现场为大家详细解析了一体化数据中心系
统的产品构架及解决方案，并就数据中心新能源智能微网供电

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主会场外，科华恒盛展览区域内展示了数据中心系统所涉

及的相关产品，公司技术人员与参会嘉宾就产品技术特点进行
热烈讨论，就客户提出的各项疑问进行逐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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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取得了大量
的成功案例，与广大的客户建立了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

“云动力”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中国商飞IDC、
洛阳景安IDC、雅安城市云计算IDC、华北油田IDC、中国移动国
际信息港IDC、上海电信IDC、江苏凤凰数据IDC等多个大型IDC
数据中心项目，并为百度、腾讯、360等高端互联网用户设备提
供IDC基础保障和绿色解决方案，公司还在包括北京亦庄、上海
市北高新等地建设高标准的数据中心，获得了业界专家及客户
的高度肯定和青睐。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深化与广大国内客户的合作关系，积
极分享自身在数据中心领域的节能、高效的服务经验与能力，
与各界合作伙伴携手实现绿色、生态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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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获优秀逆变器企业大奖

漳州科华技术荣获机电商会推荐出口品牌

11月2日，由光伏行业全媒体平台Solarbe索比光伏网、
Shine光能杂志联合主办的2016年“光能杯”CREC年度光伏行
业评选活动暨颁奖典礼在无锡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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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获“优秀逆变器企业大奖”。

“光能杯”评选活动自2012年开始举办，活动携手行业协会

本报讯   日前，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CCCME）发布
2016年“推荐出口品牌”名单，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上榜。

为落实国家品牌发展战略，扩大和提升中国机电产品品牌
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2016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第
5次在会员企业中开展了推荐出口品牌活动。按照“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经企业自愿申报、专家评分和网上公示，确定了
112个2016年度推荐出口品牌，涉及家用电器、工程农业机械、
电工产品、电子元器件、汽车、太阳能光伏、视听产品、电力装

及权威专家、知名研究机构对2016年度光伏行业卓越事件、企
业等进行公开评选，同时举行大型颁奖典礼，对获奖企业进行
现场表彰。活动吸引了中国光伏领域上百家重量级企业的积极
参与，以树立行业标杆并推动整个行业健康理性发展为目标，
全面关注、总结光伏全产业链的创新型技术、产品及光伏产业
创新的商业模式。

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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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领先的光伏新能源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科华
恒盛持续创新，以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为目标，致力于为客
户和社会创造高价值服务，提供可靠、高效的绿色电能保障。截
止目前，科华恒盛的逆变器产品及光伏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
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广东、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内
蒙、海南以及尼日利亚、印尼等国内外重点项目，其稳定可靠、
高效运行的产品及优质的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备、石油化工装备、轻工机械、日用机械、综合类等18个细分行
业。该活动在国际国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为广大机电装备
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可靠的信誉和品牌保证。

作为智慧电源领导者的科华恒盛，依托28年自主领先的高
端电源技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通过“两化融合”数据化，标准
化的严格质量管理企业，持续在为更多的国内外企业提供更加
可靠的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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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科华技术获首届福建企业“创新100”荣誉

科华恒盛入选2016领跑中国可再生能源先行企业第一军团100强

本报讯  2016年9月21日， 2016平潭创新论坛公布了(首届)
福建企业“创新100”，并为两岸产业创新联盟授牌。漳州科华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了此项荣誉。

福建企业“创新100”评选活动，由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
合会、福建日报社联合发起，平潭创新论坛理事会、福建省E30
企业与企业家联盟、福建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福建海峡经济
研究院等共同参与，最终共评选出了106家企业。这是我省首次
由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作为评审主题，联合媒体、智库、经济
社团共同发起的年度创新评价和创新服务活动。

福建企业“创新100”，将在“中国平潭•企业家科学家创新
论坛”形成的协作机制框架下，依托论坛发起单位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知识
产权研究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中国
创新办法研究会的网络资源和创新资源，依托“两岸产业创新
联盟”30个具体产业联盟力量，依托福建省E30企业与企业家联

12月11-13日，第六届加强应用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分
布式能源创新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指导,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主办。在论坛举办期
间，2016年领跑中国可再生能源先行企业100强榜单出炉，厦门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在光伏、风电、微网、储能等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出色成绩获得大会肯定。

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取得瞩目
成绩：光伏应用世界第一大国、风电连续获装机总量世界第一。

盟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的产业链带动力量，组建创新供应链联盟
平台，探索出系统创新、协同创新的实践载体。

两岸产业创新联盟是由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台湾
三三企业交流会、福建海峡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共同
发起创建的。据了解，建立两岸产业创新联盟，为的是探索两岸
产业合作新模式、新方向。

科华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发展民族品牌，掌握了能源基础、
云基础服务、新能源核心技术，公司重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建
有国内一流的电源检测中心，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
士专家工作站、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福建省工程技术中心、福
建省重点实验室。凭借科技创新水平及实力，公司先后荣获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福建
省创新型企业、福建省海西人才高地、福建省战略新兴产业骨
干企业等荣誉。鉴于公司创新实力，科华公司经福建省科协推
荐顺利列入首届福建企业“创新100”企业名录。

本届论坛紧扣推动可再生能源跨界应用的主题，探讨可再生能
源对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的能源变革，分享“一带一路”分布式
能源创新发展的思路，内容涵盖能源互联网、电力、光伏、风电、
储能、分布式等领域，是涉及可再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装备产
业的全景式活动平台。

2016年领跑中国可再生能源先行企业100强颁奖晚会同
期举行，科华恒盛与业界的优秀同行一道被授予百强荣誉。

作为中国领先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解决方案及节能服务
提供商，科华恒盛在各种太阳能光伏并网和独立发电系统的工
程设计、建设方面积累了成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可提供光
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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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和维护等服务。自主研发推出光伏并（离）
网逆变器、储能、微网逆变器及整体解决方案、风电配套电源和
发电系统等产品及方案。

目前，科华恒盛新能源产品方案在光伏并网电站、分布式
发电、风光互补并离网应用等领域均取得良好进展，项目应用
遍及北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厦门、漳州、海南
以及法国、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内外重点项目，获得客
户和业界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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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慧云”模块化机房方案助力建行机房焕新颜

“双12”一到，有关“卖家图”与“买家秀”的PK战又鸣金开锣。在业界拥有良好口碑的科
华恒盛打破华而不实的宣传套路，一直在为各领域提供先进可靠的产品解决方案，中国建设
银行某市分行模块化机房建设项目的成功投用便是又一实例。

看着与“卖家图”毫无二致的美观又高效的新机房，客户不禁通过朋友圈发表感谢：“新
设备间完美诠释了美观、集约、模块化的理念，为科华的给力支持点个赞。”

在金融领域，稳定的电力系统是银行数据、运维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建行某市分
行旧机房面积约200m²，已经使用了15年之久。由于设备间长期未进行整体改造，存在基础
设施老旧、空间能耗浪费、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不利于二级分行设备间生产系统的安全运行。

在前期沟通中，科华恒盛了解到客户的迫切需求，他们希望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及运维
体系，以达到节约空间、高效节能的效果。

最终，科华恒盛为客户量身定制了“慧云”模块化机房整体解决方案，改造过程中采用
模块化建设方式，对机房功能区、气流组织等进行了合理规划，高度集成了UPS系统、精密配
电、列间空调、机柜、冷通道和动环监控系统。

仅仅经过两周的改造，建行某市分行机房便旧貌换新颜了，从过去的“脏乱差”变得“高
大上”，整体外观显得科技感十足。

不过，别只顾着看“慧云”模块化机房的高颜值，其实她还是一个充满内涵的“学霸”。
“慧云”模块化机房整体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系统中大型房、总行级

中心机房、省级分行机房、呼叫中心、灾备机房等，这得益于她拥有的四大优势：
①快捷交付，统筹规划、工厂预制，现场按需部署、缩短设计和交付时间； 
②高效节能，与传统数据中心相比节省20~30%的能耗，PUE值≤1.5；
③投资回报率高，节省最高超过30%的投资及运行费用；
④扩展性好，易搬迁，最大限度保护已投资，可实现数据中心分期、分批建设。
据了解，建行某市分行的新机房生产系统从11月初投用至今，一直保持高效稳定运行，

实现了科华恒盛所承诺的快速交付、高度可靠、高效节能、智能管理。
近年来，科华恒盛的高端电源和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着力创新，已成功应用于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保险、证券等分支行中心机房和网点，持续护
航金融信息和金融设备的安全与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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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hua in USA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2016

The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SPI) show 2016 officially 
started in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on local time 9:00AM 
12th, September, and the total show time was during 
12th to 15th. Kehuaattend this show with self-developed 
innovative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s and propagate 
the advanced high-efficient solar solution. On the 36m2 

elaborately decorated booth, we exhibited on-ground MW-
level solar project solution/ distributed solar solution/ 
residential energy storage solution/ central-distributed 
solar solution and the EV charger solution. 

The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show was hosted by the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SEIA) and the Smart 
Electric Power Alliance (SEPA). SPI held its first show in 2003 
and was designed to serve and advance the solar energy 
industry by bringing together the people, product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at drive the 
solar industry and are forging its bright future.This event 
focuses solely o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hat fosters the 
exchange of idea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for furthering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now, 
the SPI show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n the solar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solar market investigation, by the end of 2020, the solar 
energy will occupy 10% of total USA power consumption, 
solar industry will provide more than 676 thousand job 
opportunities, each year solar energy will help decrease 
380million ton CO2 emission, total solar installation will 

be 350GW, the USA Senate approved the proposal of 
promoting more than 10 million sets of solar system in the 
following 10 years which is called “ten million solar roofs 
act of 2011”.

In this exhibition show, Kehua exhibition products 
attracted a lot of customers’ attention.Kehua residential 
energy storage product SPH has beautiful industrial design 
and very flexible energy flow character which could help the 
end user save their energy bill and even making money by 
selling the electricity to the grid. The innovative EV charger 
is highly reliable and also the prophase investment is pretty 
low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residential application. And 
among all the products, the solar on-grid inverters such as 
string inverter/ central inverter/ central-distributed inverter 
has very high efficiency and also outstanding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complicated solar 
environment and application. There were many admirable 
comments on our solar products from the USA customers.

As Chinese leading renewable solution and service 
provider, Kehua is dedicating on sustainable innovation 
of power related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ergy network, Kehua strive to 
develop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solar power station/ 
micro-grid project/ energy storage project/ EV charging 
network, which obtain the customers’ highly appraise and 
favors. For now, Kehua solar products and solutions are 
already applied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sia/ Africa/ 
South America proving green energy for people worldwide.

In this exhibition, Kehua sent a strong North American 
team and also two R&D engineers to participate the SPI 
show. Depending on our excellent products and solutions, 
advanced technical vision and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elf-own brands, and also concise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booth, Kehua’s booth attracted many 
USA and other overseas customers to visit and had a further 
cooperation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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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应用的快
速发展，全球数据中心的建设步伐正在加快。与此同时，数据中
心的节能降耗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在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电子
节能技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暨数据中心节能大会上，行业协会
代表、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就如何降低数据中心能耗、实
现绿色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数据中心节能市场规模将达85亿元
数据中心在节能方面的潜力，是难以想象的。根据去年3月

份工信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国家
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工作方案》透露，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全球
数据中心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总量已超过300万个，耗电量占全
球总耗电量的比例为1.1%～1.5%，其高能耗问题已引起各国
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数据中心发展同样迅猛，总量已超过40
万个，年耗电量超过全社会用电量的1.5%，其中大多数数据中
心的PUE(平均电能使用效率)仍普遍大于2.2，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有较大差距，例如，美国数据中心PUE已达1.9，全球先进数
据中心PUE甚至达到1.2以下，可以看到，我国在降低能源消耗

方面发展空间很大。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一路走来，

正迈进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化时代，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等产业的崛起，使得需要节能改造的数据中心日益
增多，据悉，2015年我国数据中心节能改造规模已达30亿元左
右。“数据中心节能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未来有望达到85
亿元的市场空间。”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张卫星认为，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下，无论是从厂
商角度还是从客户角度出发，都应该去做更多的工作。

面对数据中心能源消耗猛增的形势以及节能改造规模日
渐扩大的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处长尤勇强
调，要把数据中心的绿色化改造要做深做细。“绿色数据中心将
是我们工作非常重要的方向。3年前，工信部就联合国家发改
委等五大政府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数据中心建设布局的指导意
见》。去年，工信部又联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制
定了《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工作方案》(简称《方案》)，并按照

《方案》的要求，确定了84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单位。不久

我国数据中心节能降耗潜力巨大
作为工业领域的大耗能产业，国家对数据中心节能发展非常重
视，行业和用户也在持续关注，市场正在培养，发展潜力是巨
大的。”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员会秘书
长吕天文表示，节能现在已经成为数据中心重要的领域，甚至
是着力点。

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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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一批《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目录》也已公示，引导数
据中心积极采用先进绿色技术，构建绿色数据中心。绿色数据
中心工作正由点到系统全面推开。”尤勇说道。

提升数据中心节能降耗水平
随着移动数据、云计算和大数据业务的迅猛发展，数据中

心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数据中心运营者对数据中心节能的新诉
求，也逐渐突显出来。

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张广明指出，数据中
心要依靠技术来支撑，通过技术的改造、节能设备的使用，一步
一步把能耗降下来。在此过程中可使用的就有高效的设备、模
块化技术、优化制冷方案、改善气流组织设计，包括冷热通道的
封闭、夜间空调，还有利用自然冷源、系统热量制冷管理技术，
提高维护水平等。

可以看到，目前有很多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已经应用到
数据中心的节能降耗领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经理高继军
指出，华为数据中心主要的理念和思路便是模块化，通过标准
接口、部件模块化，打造架构模块化，最后实现机房模块化，其

特点是快速部署、按需扩容、降低投资风险。同时，华为还基于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打造了一个让数据中心更节能、更可
靠的网络。“所谓的数字化指的是通过数字化的设备以及数字
化的传感器，把所有的信息通过通信网络传到智能管理中心，
并对其进行分析，实现智能的管理和维护，最终达到数据中心
智能化的效果。”高继军解释道。

在数据中心冷却节能技术方面，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数据中心产品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晖认为，液冷服务器是指
液体注入服务器，通过冷热交换带走服务器的散热的一种服务
器。目前，曙光联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建设的“‘地球
数值模拟装置’预研及原型系统建设”项目，采用了液冷散热制
冷技术，显著降低了能耗，解决了服务器散热的问题。监测数据
表明，该项目全年PUE值为1.17左右，节能效果非常显著。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数据中心节能降耗上的工作已经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而未来，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
及清洁能源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据中心有望全面实现绿色
发展，智能化的运维管理也将释放无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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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春天将至

分布式光伏喜迎春天
在光伏发电上网电价限期下调政策影响下，今年上半年我

国光伏行业掀起一波抢装潮，一大批太阳能发电项目集中投
产。随着“630”的落幕，集中式光伏电站逐渐褪去热潮，取而
代之的是分布式光伏市场的兴起。

根据我国“十三五”太阳能发展规划目标，十三五期间国
家光伏规划容量为110GW，其中分布式光伏规划量已超过地
面电站，达到60GW，第一次正式明确未来分布式光伏在太阳
能发电产业中的主流和支柱地位。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累计
装机容量6.06GW。尽管装机量已有所增加，不过这主要是因
为国内光伏装机绝对量增加所致，但其在国内光伏的占比依然
较低，仅为14%。而2016年上半年国内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超
1.9GW，累计装机7.96GW，所占比重进一步下滑，已降至12%。

据此测算，要完成分布式的规划目标，分布式电站将新增
52.04GW，平均每年新增11.56GW。总体来看，若要达成目标，
“十三五”期间分布式将是光伏发展的重点，突破式爆发性增
长。不仅如此，“光伏+”、光伏扶贫等模式的趋热，使得分布式

来源：OFweek太阳能光伏网

随着我国西北部地区地面电站的逐渐饱和，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弃光问题逐渐凸显，逼迫着光伏企业
积极开拓新的主战场。在地面电站遭遇困境之时，受政策青睐的分布式光伏悄然兴起。“十三五”期
间，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在企业不断降低制造成本和融资成本的条件下，分布式光伏获得良
好的发展机会，而影响光伏发展的弃光限电问题、融资难问题和用地难问题，也将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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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迎来了绝佳的发展契机。可以说，在当前光伏市场发展趋
势之下，分布式光伏已经成为我国光伏行业的“未来之星”。

除国家政策倾斜、顺应市场发展趋势之外，分布式光伏前
景被看好，还有如下四方面原因：一，分布式光伏可就近消纳，
减少因远距离输电造成的电能损耗；二，分布式光伏发电具有
模块化设计的特性，系统扩展性强，容量可灵活选择，可以发
电用电并存；三，在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资源逐渐稀缺的情况
下，充分利用闲置的厂房、商业建筑等屋顶资源，集约利用农
业设施等资源可进一步拓展光伏装机规模；四，分布式项目各
地政府补贴多，且随着光伏发电成本逐渐下降，分布式光伏项
目的投资回报率较地面集中式电站具有相对优势。

投融资风险管控或成产业发展关键
随着分布式光伏的快速发展，融资需求也随之加大。然而

当下以电站资产控制风险的融资模型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而
且分布式光伏规模非常小以及风险因素多，最主要的核心“痛
点”还是融资压力大和优质资源少。分布式光伏市场正经历着
“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概念非常强，市场前景广阔；另一方面
融资困难，找不到合适的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对分布式光伏非常关注，但潜在风险太大，真正
进入的资本较少。一方面，分布式光伏所需项目资金较小，“做

起来费劲”；另一方面，“看不懂门道”，没有合适
的商业模式，难以把控风险。同时，数据方面也有
所欠缺，面临流通不够高效等原因。很多意欲涉足
光伏产业的金融机构对光伏资产缺乏有效的价值
判断及风险管控手段，低成本资金始终无法入市，
市场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表示，在融
资租赁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融资质
量、效益和保障投资方、业主方的投资权益尤为
重要。因此，能够很好的控制风险是投融资创新
的起点。

中国融资租赁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佳
林认为，由于融资租赁是以资产为基础的融资，因
此可比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对光伏产业而言，融
资租赁则更加专业化。而在融资模式的创新和光
伏电站的风险管理方面，两大行业需要齐心协力。

一方面，针对分布式点多面广，投资和管理分
散的特点，投资体系的标准化至关重要。只有建立
标准化的投资体系，才能满足风险控制和管理幅
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项目所在地建立起物业管
理式的服务体系，才能保证每一个分布式光伏电
站安全运行，这种模式优于远程监控、集中管理。

未来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推广建议
加大市场监督力度，促进分布式光伏行业健

康发展，建立行业信用制度，对于市场反应良好
的分布式光伏企业政府要通报奖励，提升信用等
级，在融资、审查等方面提供便利。

优化光伏政策支持，着力规范政策落实，鼓励
本地光伏产业链相关企业间生产协作配套，鼓励
兼并重组，提升品牌影响力与经营能力。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利用科技带动光伏产业
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光伏项目的调研，对于
好的项目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推动相
关产品的升级换代来降低成本，提高发电效率，进
一步加快分布式光伏产品的推广应用。

提高政策宣传力度，加大分布式光伏应用宣
传，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通过村民自治委员会和
社区居委会进行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科学知识普及
和政策宣讲，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了解分布式
光伏电站，了解分布式光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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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基础
“十二五”期间，我国电力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多项指标居

世界首位。截止2015年底，全社会用电量达到5.69万亿千瓦时，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5.3亿千瓦，其中水电3.2亿千瓦，风
电1.3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0.42亿千瓦，核电0.27亿千瓦，火电
9.93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0.13亿千瓦。人均装机约1.11千瓦，
人均用电量约4142千万时，均超世界平均水平；电力在终端能
源消费中占比达25.8%

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显著缩小。我国已经形成了大容量风电机组整机设计体系和较
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技术体系；规模化光伏开发利用技术取得
重要进展，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产业技术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批量化单晶硅电池效率达到19.5%，多晶硅电池效率达到
18.5%。

核电技术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完成三代AP1000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形成自主品牌的CAP1400和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技
术，开工建设具有第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建成实
验快堆并成功并网发电。

电网技术装备和安全运行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新能源发电
并网、电网灾害预防与治理等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取得突破。

电力国际合作拓展新局面。对外核电、火电、水电、新能源
发电及输变电合作不断增强，投资形式日趋多样，带动了我国
标准、技术、装备、金融走出去。

二、发展目标
1.供应能力
预期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6.8-7.2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3.6-4.8%，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0亿千瓦，年均增长5.5%。人均装
机突破1.4千瓦，人均用电量5000千瓦时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城乡电气化水平明显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27%。

2.电源结构
按照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的要求，到202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7亿千瓦左右，比2015年增加
2.5亿千瓦左右，占比约39%，提高4%，发电量占比提高到31%；
气电装机增加5000万千瓦，达到1.1亿千瓦以上，占比超过5%；

国家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
时隔15年，电力主管部门再次对外公布电力发展5年规划。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
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该规划内容涵盖水电、核电、煤电、气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
各类电源和输配电网，重点阐述“十三五”时期我国电力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主要
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十三五”电力发展的行动纲领和编制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文件、布局重大
电力项目的依据，规划期为2016-2020年。

来源：国家能源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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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装机力争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占比降至约55%。
3.电网发展
合理布局能源富集地区外送，建设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电

技术的“西电东送”输电通道，新增规模1.3亿千瓦，达到2.7亿千
瓦左右；电网主网架进一步优化，省间联络线进一步加强，行程
规模合理的同步电网。中心城市（区）、城镇地区、乡村地区的供
电可靠率分别达到99.99%、99.9%、99.72%。为电采暖、港口岸
电、充电基础设施等电能替代提供有力支撑。

4.综合调节能力方面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新增约1700万千瓦，达到4000万千瓦

左右。热电联产机组和常规煤电灵活性改造规模分别达到1.33
亿千瓦和8600万千瓦左右。落实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将弃风、
弃光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5.节能减排方面
力争淘汰火电落后产能2000万千瓦以上。新建燃煤发电机

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00克标煤/千瓦时，现役燃煤发电机组经
改造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10克标煤/千瓦时。电网综合线损率控
制在6.5%以内。

6.民生用电保障
2020年，电能替代新增用电量约4500亿千瓦时。力争实现

北方大中型以上城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率达到60%以上，逐步
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供热小锅炉。完成全国小城镇和中
心村农网改造升级等。

三、重点任务
1.积极发展水电，统筹开发与外送
在坚持生态优先和移民妥善安置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

以重要流域龙头水电站建设为重点，科学开发西南水电资源。
坚持干流开发优先、支流保护优先的原则，积极有序推进大型
水电基地建设，严格控制中小流域、中小水电开发。到2020年，
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4亿千瓦。

2.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调整开发布局
按照集中开发与分散开发并举、就近消纳为主的原则优化

风电布局，统筹开发与市场消纳，有序开发风电光电。加快中东
部及南方等消纳能力较强地区的风电开发力度，积极稳妥推进
海上风电开发。按照分散开发、就近消纳为主的原则布局光伏
电站，全面推进分布式光伏和“光伏+”综合利用工程，积极支持
光热发电。

“十三五”期间，风电新增投产0.79亿千瓦以上，太阳能发
电新增投产0.68亿千瓦以上。2020年，全国风电装机达到2.1亿
千瓦以上，其中海上风电500万千瓦左右；太阳能发电装机达

到1.1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6000万千瓦以上、光热发电
500万千瓦。

3.鼓励多元化能源利用，因地制宜试点示范
开展风光储输多元化技术综合应用示范。结合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开发，融合储能、微网应用，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储
能、智能输电、多元化应用新技术示范，推动多能互补、协同优
化的新能源电力综合开发。

4.安全发展核电，推进沿海核电建设
坚持安全发展核电的原则，加大自主核电示范工程建

设力度，着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沿海核电项目建设。
“十三五”期间，全国核电投产约3000万千瓦、开工建设3000

万千瓦以上，2020年装机达到5800万千瓦。
5.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大力推进分布式气电建设
充分发挥现有天然气电站调峰能力，推进天然气调峰电站

建设。“十三五”期间，全国气电新增投产5000万千瓦，2020年
达到1.1亿千瓦以上，其中热电冷多联供1500万千瓦。

6.加快充电设施建设，促进电动汽车发展
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经济合理”的原则，以用户居

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等配建的专用充
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临时
停车位等配建的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以独立占地的城市快充
站、换电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建的城际快充站为补充，推动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加大停车场与充电基础
设施一体化建设支持力度。探索电动汽车充放电与电力系统互
动，改善系统调峰能力。

到2020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
桩超过480万个，基本建成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全国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7.积极发展分布式发电，鼓励能源就近高效利用
放开用户侧分布式电源建设，推广“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网调节”的运营模式，鼓励企业、机构、社区、家庭根据自身条
件，投资建设屋顶式太阳能、风能等各类分布式电源。鼓励在有
条件的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商业中心、机场、交通枢纽及数
据存储中心和医院等推广建设分布式能源项目。

8.加大攻关力度，强化自主创新
开展大容量机电储能、熔盐蓄热储能、高效化学电池储能

等多种储能示范应用，大幅降低单位千瓦建设成本，力争接近
抽水蓄能电站水平，加快推广应用。

    9.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电力国际合作
拓展电力装备出口，积极推进高效清洁火电、水电、核电、

输变电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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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引擎
让能源更清洁 让城市更智慧 让生活更美好

文 / 龚键荣

SPECIAL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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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
从全球市场看，新能源发展势头正劲。从2006到2015年，

光伏发电平均年增长率超过40%，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能
源品种。随着光伏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光伏发电成本快
速降低，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和居
民用电领域已实现平价上网。风电则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新
能源发电基础，已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中国市场看，“十二五”以来，国家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支
持力度来推广风光发电，目前我国已是光伏应用的世界第一大
国，风电更是连续获装机总量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新能源发电
与农业、养殖业、生态治理等各种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已进入多元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在全球鼓励多元化能源利用的指引下，科华恒盛的新能源
产品方案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光伏并网电站、分布式发电、风
光互补并离网等技术快速进步，已经广泛应用于无电地区、海
岛、边防哨所以及能源制造业、大型商超、数据中心等应用场所。

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措美县平均海拔高达4420米，常年阳
光普照，拥有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优势。为满足高海拔地区的
产品应用要求，科华恒盛在打造措美光伏发电项目时，对逆变器

进行重新设计，很好地克服了高寒等不利因素。该项目不仅为藏
区居民提供了高效稳定的清洁能源，也为科华恒盛后续大规模的
高海拔应用积累了成功经验。

厦门机场近年来在探索节能减排方面投入不少，科华恒盛
根据机场供配电位置分布与可建设地块条件，提出了涵盖设计、
设备采购、施工、验收的整体解决方案，建成高效稳定的分布式光
伏发电工程，该项目是科华恒盛新能源业务在服务绿色交通的又
一成功应用。

截至目前，科华恒盛新能源产品方案已遍及北京、陕西、宁
夏、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厦门、漳州、海南以及法国、尼日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内外重点项目，获得客户和业界的一致认可。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掀起
了绿色低碳发展大潮，特别
是随着光伏发电、风电等清
洁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
能源汽车的普及，新能源革
命正在改变现有的国际资源
能源版图。

让能源更清洁  “风光”这边独好
11月1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国会议通过《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布将进入气候变化“履约和采取行
动的新时代”。从口号到行动，近年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掀起了绿色低碳发展大潮，特别是随着光伏发电、风电等清洁
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新能源革命正在改变现有的国际资源能源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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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迎来“黄金时代”
按照全球能源变革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要

求，除了要大幅提升新能源的应用比例，还要进一步推广新能
源汽车，落实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近日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
出，要按照“因地适宜、适度超前”原则，在城市发展中优先建设
公共服务区域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居民区与单位停车位配
建充电桩。大力推动“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提高充电服务智
能化水平。

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需求的
充电基础设施体系，这块巨大的“蛋糕”引发业界的极大关注。

在第六届上海国际充电站（桩）技术设备展览会举办期间，
科华恒盛携新一代智能充电设备和解决方案精彩亮相，全面展
示了自主充电技术的最新成果，诸如光储充电站、城市加电站、
路灯充电桩、公共充电、机场充电、智能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充
电等一系列创新解决方案，令客户眼前一亮。

目前，科华恒盛电动汽车充电产品方案已应用于汽车、机
场等多个行业领域，覆盖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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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科华恒盛为深圳某公交充电站打造的光储充系统，自9
月投用以来一直保持稳定运行。一方面，利用储能系统，全方位
护航充电站的用电安全，避免快充对电网造成冲击；另一方面，
通过绿色电源供应补充、削峰填谷等方式，为新能源电动公交
大巴提供更为高效且经济的电能。

科华恒盛提供新能源汽车充电运营系统也被应用在北京、
上海、厦门、深圳等地“油改电”机场充电桩项目， 覆盖了远机位
运转区、维修楼、指廊、机务车辆停放区、停车场等应用场景，可
高效满足客户业务充电系统运营保障需求。

作为“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对象，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产业被摆在社会经济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在
这片蓝海中，政府、企业、投资者应该在下一轮新能源产业革新
中携手并进，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能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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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强调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的融合，因此
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所以，如何实现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壁
垒，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大中型企
业都在积极建设云计算中心，以期通过整合数据资源实现互联
共享。据统计，2016年我国数据中心产业预计同比增长约40%，
市场总规模预计超过700亿元，五年时间便翻了近5倍。

作为大数据环境解决方案及服务领先提供商，科华恒盛致
力于为各行业高端客户提供数据中心、数据安全、云资源服务
等全方位整体解决方案。

科华恒盛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自建云计算数
据中心，其中北京亦庄云计算中心、上海云立方数据中心、广州
科云数据中心已投入运营，可提供云计算中心方案设计、机房建
设、机房运维、运营支撑以及基础IDC托管、租赁等云增值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科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近期正式通
过广东电信验收，这是科华恒盛与运营商合作建设大型IDC项
目的首个成功案例。该项目定位高端，通过与广东电信开展业
务合作，同时为腾讯提供云计算服务，是科华恒盛数据中心业
务发展战略的关键步骤。

通过在北上广等地建立云计算中心集群，科华恒盛正在将
云基础服务业务辐射到全国。至今年底，科华恒盛在全国将部

署约15000个机柜并交付客户使用。
2016年，科华恒盛还与尖端科技量子通信技术“结缘”，通

过与全球领先的量子通信技术公司科大国盾进行合作，进军量
子安全数据中心领域。

量子通信技术可以实现同城异城数据中心互联组网，提供
无条件安全数据传输服务，能够为政府机构、银行、大型互联网
应用、能源、航空航天等客户群体提供高端数据存储和增值服
务。通过此次与科大国盾的合作，科华恒盛在量子通信产业化
和运营中已占得先机。

多年的数据中心运营服务经验令科华恒盛在行业内更具
影响力，许多政府、企业高端客户选择科华恒盛作为其合作伙
伴。科华恒盛通过与电信运营商、BAT、浪潮、量子通信安全服务
提供商等伙伴密切合作，构建云服务产业链，不断提升了数据
中心的综合实力，为用户搭建起安全、稳定、高效、高性价比的
IDC数据中心，真正实现为客户提供最高价值的云基 础服务。 

随着“互联网+”“工业4.0”“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等国家战
略的深度推进，金融、电信、互联网行业对数据中心的巨大需
求，这些都为数据中心的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在数据中
心领域，科华恒盛从高起点出发，也必将以高标准继续推动我
国的云计算与大数据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其中云数据中心在储存与处理海量信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了数据中心，才使得智慧城市避免成为“信息孤岛”。在城市生活向信息化的快速演进中，人们对于数
据中心的存储容量与处理速度的需求也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让城市更智慧的“云”动力

云计算数据中心在储存与处

理海量信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

有了数据中心，才使得智慧城

市避免成为“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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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28年电源研发制造经验，科华恒盛2016年在深耕金融、
交通、通信等细分市场的基础上，又成功开拓了核电、军工、岸电
等业务，进一步打开了高端电源的市场空间，也为城市运行提供
了更加全方位的电源保障。

核电成为清洁能源重要力量
在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当下，核电作为极为高效的清洁能

源，成为许多国家重要的电力供应方式。根据我国的核电发展
目标，到2020年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占4%，因此核电是我国
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UPS是保障核电站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备，核电的机组
控制、监控系统都需要高可靠不间断电源。由于核电领域产品
拥有极高的应用标准，因此核电产品研发十分考验设备厂商的
技术实力。

11月，科华恒盛携绿色核电综合解决方案，首次亮相核电
领域展会——第十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装备展览会。作为国内
首家掌握核级UPS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科华恒盛展出了核级
逆变器、核级充电器、常规岛用直流屏、常规岛用UPS、常规岛
用逆变器等最新产品。

凭借可靠设计、超强防护、高度智能、易于维护等卓越性
能，科华恒盛核电产品系列在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中，核级
产品已成功中标广西防城港核电厂3-4号机组LOT68A核岛直
流及不间断电源项目，这是核电领域核岛直流及交流不间断电
源系统首次采用国产品牌。常规岛及BOP厂房的核电产品已应
用于广西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阳江核电站、红沿河5-6号机
组、504厂、云南核工业测试研究中心等项目。

目前，广西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已成功投产，每年可提
供150亿千瓦时安全、清洁、经济的电力，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
站相比，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482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新增了
3.25万公顷森林。

高端UPS电源如何服务于生活？这些“藏”在工程、系统内部的高端设备神秘又低调，但是它所发挥的效力却影响着城市生活的
方方面面。就如今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吸引了全球目光，尤其是那场名为“最忆是杭州”的文艺晚会可谓惊艳，殊不知
会议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多达数十套高端电源解决方案的精密协作，而这些高可靠供电保障的提供商正是科华恒盛。

全方位电源保障让生活更美好

科华恒盛凭借领先的技术优

势，打开交通、核电、岸电等领

域更大市场空间的同时，切实

为城市运行提供了全方位的电

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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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还得看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因其快速、舒适、载客量大，不仅便于民众出
行，还能使城市内各个功能区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更为重要
的是，轨道交通的绿色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据测算，以每百公
里的人均能耗比较，地铁只有小汽车的5%。

明年将承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的厦门市已步入
准轨道交通城市行列，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计划在2018年初开
通试运营。在这项厦门市重点民生工程中，由科华恒盛提供的
轨道系统电源保障方案将被应用在其中。

除了厦门，科华恒盛的轨道交通设备电力保护解决方案和
服务还被应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长春、哈尔滨、郑州、深
圳、南宁、成都、西安等地，使这些地铁线路的通信系统、信号系
统、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监控系统等获得了可靠稳定
的绿色动力支持。

能够成为全国20多个城市、近70条地铁线路的共同选择，
这归因于科华恒盛在轨道交通领域持续的技术创新。近期，科
华恒盛承担的“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双馈型地铁
制动能量回馈装置”通过科技成果暨新产品鉴定。

该项目可实现再生制动能量的回馈利用，并能有效减少因
制动电阻发热而产生的温升。由列车制动产生的再生能量通过
能量回馈装置送给交流电网，供附近其它用电设备使用，从而
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项目通过鉴定后，科华恒盛在轨道交通
领域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十三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国家将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
通网，科华恒盛作为轨道交通电力保护与节能方案应用的倡导
者和推动者，将继续以轨道交通行业电力保障和节能减排为己
任，致力于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岸电推广令港区的天更蓝
港口和造船业既是各港口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

耗能和污染大户。据统计，一艘集装箱船停港期间一天自行发
电所排放的污染气体，相当于一辆大型柴油卡车环绕地球三周
的排污量。真正有效解决供电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只能依靠岸电
技术，即采用陆地电源对靠港船舶供电的方式。

今年初，科华恒盛控成功中标深圳大铲湾船舶岸电建设项
目，标志着公司在船舶岸电产品及建设领域推广取得重大突破。

科华恒盛为客户提供的是专门为码头、造船厂及修船厂等
场合开发的绿色岸电电源解决方案，包括岸电配电产品、监控
和工程施工安装服务。产品能够在高温、高湿、高腐蚀性海洋性
气候环境下工作；能够承受大电机负荷冲击；安装使用方便，维
护简单。

大铲湾码头船舶岸电建设工程已于近期顺利完工，预计年
用电量达900万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430吨，同时可
有效减少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排放，节能减排意义重大。未来，
科华恒盛将进一步扩大船舶岸电解决方案在港口城市的应用，
为靠岸船舶提供绿色电源。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崭新的战略布
局中，科华恒盛的能源基础业务拥有许多发展机遇，特别是受
益于云数据中心、智慧城市、轨道交通等因素的推动。拥有28年
电力电子制造经验的科华恒盛将持续打造新引擎和支撑平台，
继续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高端电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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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管理者必备
的科学统筹力

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当你想决策一个问题时，真
正面临的常常是一堆问题。缺乏统筹能力的管理者常企图向
“所有”问题一齐进攻，但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让“攻击面”
越来越大，最终会使得他想决策的问题超过了他的能力负荷，
失败也就是必然了。

因此，提高统筹能力就是对管理者的必然要求，这要求管
理者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也就是说
管理者要办事细致周到。这是一名合格管理者应有的统筹素
质，也是管理者有效领导下属，形成高效工作局面的必然。

善计划，才会头绪清楚
成功的决策者都是一个统筹高手，他们善于规划自己的工

作计划，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能通过一个拟定好的优先顺序
来使自己的工作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所有成功的管理者都需要统筹能力，这种能力一般表现
在志愿、意图、计划、行动、力量、效果等各个方面。现代领导
学是这样定义统筹能力的：“领导的统筹是一个系统工程，没
有雄心壮志，就不会有超越时空的意图；没有超越时空的意
图，就不会有无可比拟的计划；没有无可比拟的计划，就没有
坚定果敢的行动和力量；没有坚定果敢的行动和力量，就难以
取得伟大的效果。从古至今，大事小事皆如此。”只有善于计划
的管理者才能带领企业走向成功。

计划能力是统筹能力中的重中之重，计划是行动之母，行
动是成功之母。管理者每做一件大事，都应有大计划，分门别
类，按部就班。每一个大计划又应有若干阶段的独立计划，每

一个独立计划和其他的计划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相
互衔接，以便领导者统筹安排。这就像战争，每一个指挥官都对
一场战争有一个整体计划，然后对每一次战役又有一个规划。
管理者的工作也一样，每一项安排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没有统筹计划的决策是难以成功的，所以有人才会说：
“没有计划，就是正在计划失败。”成功的管理者都善于给自
己的工作进行规划，他们往往拟订一个行动的优先顺序和详
细计划，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工作中的疏漏。我们可能不会被
大象踩死，但所有人都难免被蚊子叮到，因为我们往往容易忽
视蚊子。而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就可以有效减少“被蚊子叮”
的这种可能。

虽然我们拥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但是很多时候都没有办
法百分之百地按照这个计划行动，但并不能因此就贬低计划
的作用，因为正是有了计划，才会为我们提供做事架构的优先
顺序，让管理者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需要做的事情。简单
说，计划就是一个排列优先顺序的办法，是让管理者可以做重
要的事的保障。

有了计划，还要能够使计划贯彻实行。如果计划只停留在
纸面上或头脑中，那么就什么也不会实现。成功的决策者不仅
善于计划，而且往往能够实现所有的计划，为什么？这其中有
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耐心去一一克服在实行计划
中遇到的问题。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这需要决策者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不丧失勇气并去努力实践计划。

作为一个决策者所需要的计划或许不只是十年、五年的
长远规划，也许你更需要的是每年的计划、每月的计划、每周

文 / 德鲁克

MANAGEMENT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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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甚至是每天的计划。越周密详细的计划对工作的执行
越有益，也更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计划是成功的保障，更是成功必备的条件，每一位成功的
决策者都是善于计划的，他们善于开列清单，并不断研究这些
清单，不断为工作做计划，然后，再照着计划行动。往往，当他
们这样做了，他们就成功了。

巧安排，就不会轻易失手
巧妙地安排工作，从容不迫地完成工作是一个优秀管理者

的表现。对领导者而言，巧妙地安排工作是一种必备的能力，
这对企业的生产效率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下面这种情况就足
以说明“安排”的重要作用：领导者召开会议，如果事先没有合
理“安排”，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时间已经到了，人却还没到
齐；好不容易大家都来了，却没有讨论的主题，大家七嘴八舌，
意见无法一致，根本作不了决定，只是浪费时间。

安排工作的能力对管理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管理者
对工作安排得合理得当，那么执行者就能顺利地执行，也能有
效率地完成各种指示，在这种情形下，管理者就会有更充裕的
时间去安排下一项工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企业更有效率
地运转。否则，一旦管理者安排欠妥，就会影响执行，导致错误
频频发生，良性循环也会转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决策者是企业的引领者，但同时也是企业的筹划者，应该
注重整体考虑。如果管理者也和执行者一样，经常为具体工作
疲于奔命的话，那么就会忽略从整体上去安排工作，导致企业
的效率低下，竞争力低下。

很多时候，决策者的忙碌正是因为不能良好安排工作的缘
故，是一种无事忙。这种忙碌是因为管理者不能辨明工作的轻
重，而将时间浪费在一些琐事上，因此使得自己很忙碌，工作也
因此效率低下。对于这些领导，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合理安排并
处理工作的能力。而善于安排工作的管理者，他们首先会拟订
一个工作表，然后按照工作表上的安排按部就班地处理工作。

一家公司的广告部有两位科长，他们每天都有许多工作，
经常要参加许多会议或是出差，他们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
的。但是不同的是，如果有员工要和A科长谈谈，A科长马上就
能抽出时间和他面谈，而Ｂ科长却做不到这点，顶多他能让你
站着和他说上两三分钟。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Ａ科长善于合理安
排工作，并把能下放的工作全部交给员工去做。而B科长则恰恰
相反，他对员工的工作没有什么安的工作全部交给员工去做。而
B科长则恰恰相反，他对员工的工作没有什么安排，总是把所有
工作由自己全权掌控，这样一来，他的下属就会变得愈发无能。

一个真正善于安排工作的决策者，什么时候看到他都是轻
松自在的，因为他的时间经过合理的分配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而愚拙的决策者，由于不擅长安排工作，总是让自己处在一种
忙碌且混乱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决策者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
者，更不能带领企业在竞争中立足。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只有沉着稳健的思想家、能订立
计划并有力执行的计划家、可以运筹帷幄的谋略家才能得到成
功。头脑不清楚、办事无方法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决策者必须
有系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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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日至5日，G20峰会在杭
州成功举办。科华恒盛G20项目团队在
G20大型酒店、会议场地、印象西湖舞台
灯光、电视转播车、交通指挥中心、机场、
安保等各个重要场所，尽心尽力确保电源
保障，为成功举办尽了最大努力，同时成
功打造了我司又一大型高端项目应用，再
次提高了我司在公共领域大型会议电源
保障的声誉。

G20项目团队在公共事业部、杭州办
事处的指导下，销售及售前针对G20峰会
应用供电设备零散，部署要求高的特点，
积极与客户沟通，精心设计并向客户提供
了数十套高端UPS电源及相关核心部件
在内的整体关键电源解决方案，为G20峰
会关键负载设备提供高可靠的绿色电源
保障。

G20项目的服务团队也积极迎战，在
华东服务站大力支持下，从7月份就开始
未雨绸缪提前策划，精心组织现场施工，
精诚配合，克服零散点多、保障要求高而
带来的各种困难，迎难而上，保质保量的
完成各项施工任务。为了保证峰会期间会
议电源保障的特殊要求，服务团队每天主
动加班工作、值守现场，出色圆满地完成
电源保障任务。

G20项目团队认真负责、吃苦耐劳、
团队协助的工作作风，充分体现了科华人
为客户着想、全心服务的专业精神，得到
了客户的赞誉，客户专门致函表扬！

科华恒盛G20项目团
队获客户致函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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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科华杯”漳州青年科技奖揭晓 

12月2日，漳州市科协举办第六届“科华杯”漳州青年科技奖表彰大会，
福建华阳超纤有限公司超纤生产技术部经理、工程师等19名青年科技工作
者获表彰。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漳州市科协兼职副主
席陈成辉先生亲临大会，为获奖者颁奖。

“科华杯”漳州青年科技奖是漳州科技界的崇高荣誉，由漳州市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漳州市创新服务中心承办，自第四届开始冠名为“‘科华杯’漳
州青年科技奖”。本届科技奖主要表彰的是1976年后出生且在漳州工作的青
年科技工作者。

作为该奖项的冠名企业，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不断壮大自身
的同时，一直不忘带动漳州地区的科技发展，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在科研
道路上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推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从本届青年科技奖的获奖名单来看，19位获奖者分别来自工业、农业、
工程、医学等研究领域，行业分布广，科研水平高，代表了在漳工作的青年科
技工作者的最强实力。

漳州市科协当日还举办了2016年年会和第十届漳州市自然科学优秀
论文表彰大会，共有79篇自然科学学术论文和专著获得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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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陌生国度的“不适应”
当年作为国内支持时，个人定位是把自己当作一名纯粹的

工程师，对产品的理解只是知道其工作原理、维修方法，并努
力让自己更快更高质量地完成维修任务，几乎完全与销售分
开。虽然通过安装维修工作间接提升客户对我们产品的认知
和我司的形象，但自己却完全不知如何去给公司销售提供更多
的支持。

后来回到公司测试和研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产品为什么
要做那样的设计，明白了为什么工作温度范围是0-40摄氏度，
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产品海拔高度适用1500米和往上要作降额
等等，也了解了各种特殊应用需要对产品作出什么样的更改。

这时我眼中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而是要实现某
些功能需要如何实现。现在我又回到了外派驻点支持，同样是
面对客户和产品，此时却发现自己关注点又有了变化，通过了

解客户需求，从自己熟悉的公司一系列产品中提取出最适合客
户需求或只需最小更改及可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的方案来，
从起点上就争取给客户规避一些后期产品使用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这大概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提升吧！

说到产品，我在印尼雅加达当地的商场发现一个非常奇怪
的事情。在各大商场里面，大型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空调等，
基本都是日本、欧洲的品牌，而且都是非常古老的机型，比如
冰箱常见的都是那种冷藏在下冷冻在上的产品，空调基本只有
简单的制冷功能，什么节电、负离子、变频都看不到！难道印尼
人这么落伍？在信息这么发达的今天，中国国内那么多电器厂
商会放过印尼这一块大蛋糕？

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跟一些客户工程师聊天时专
门问了他们这个问题，才明白为什么，基本上就是因为印尼人
比较务实，不喜欢“折腾”。这类大型电器，他们要的就是稳定
可靠，可以用上较长的时间而不出问题。但是像手机等小型新
潮的物件，他们不介意用新颖美观又便宜的中国货。

再说说印尼人的工作习惯。我曾经参加过几个项目的设备
安装指导工作，与我们客户的工程师一起完成这些工程。因雅
加达的车况问题，工程师到现场一般都要到10点左右，工作1
个半小时后，他们就会停下工作离开前往伊斯兰教礼拜堂祈
祷。对此我曾一度非常不解，因为效率实在不高。

我后来了解到，印尼有近百分之九十的民众信仰伊斯兰
教，而穆斯林一天要去清真寺做5次祈祷，第一次叫FAJR，晨

印尼驻点支持见闻
文 / 沈振聪  海外技术支持中心

作为科华恒盛的一名工程师，多年前我曾经是国内办事处

外派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之后返回公司先后担任过研发测

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非标工程师、海外技术支持，现在

却又回到了外派技术支持工作，似乎是绕了个圆。但是回首

这些经历，恍然有了佛家所谓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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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早晨的祷告，大约在凌晨4:30—5:00之间开始。第二次叫
DHUHR，晌礼是下午开始时的祷告，大概在中午12:30左右开
始。第三次叫ASR，脯礼是下午结束前的祷告，大约是在下午
4:00前后开始。第四次叫MAGHRIB，昏礼是太阳落山后的祷
告，大约在下午6:30开始。第五次叫ISHA，宵礼是晚上的祷告，
大概在晚上8:00开始。

因此，在印尼做项目，一定要在计划的时间上留出足够的余
量，特别是雇佣当地人做事时需要把一些特殊因素考虑进去。

把握客户需求的关键
印尼是个千岛之国，由于印尼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地方的电力设施并不完善，因此在印
尼需求最多的太阳能系统就是离网系统，大部分中小型为主。
由于交通不便对产品的要求是体积小、重量轻、高可靠、可备
份、便于维护、便于更换。

记得我司曾在印尼提供过几套几十千瓦的离网系统，客户
是运到一个小岛安装。船运到当地后，却发现当地连汽车都没
有，整个岛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路也只有1米多宽，
而我司几十千瓦的逆变器长宽高分别达到1米、0.8米和1.8米，
重量达到六七百公斤，我们的客户后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
系统从码头运到安装地点。由此可见，地理运输对产品也是一
个相当大的影响因素。

此外，印尼当地人已经适应了缺电的状况，但如果完全没
电还是会有人投诉，这样就会影响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考核，因

此政府部门在选择系统时会把可备份作为一个重点。
比如他们要一套100K的系统，如果提供2台50K并联，他

们可接受，但如果是单独一台100K的，他们则不考虑。主要原
因在于，如果2台50K的其中一台发生故障，他们通过限电还可
以分时保证部分用户有电可用，但如果单台100K发生故障则系
统完全停电，供电单位就会遭到投诉，因此在印尼完全按可靠
性分析并不太适用。

在印尼的工作，很多时间都是随着商务人员拜访客户，在
了解了众多客户的需求后发现，印尼太阳能市场确实是很有特
点的市场，这与印尼本身的地理特点、国家发展程度和印尼人
的性格密切相关。我们的产品随着公司的发展已经有了越来
越细的划分，现在国内有了金融、工业、交通、军工、公共等各
个行业的细分。我想我司新能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后续也须针
对不同的应用特点规划出适合的产品，以争取获得更大的市场
占有率。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国家也开始了“中国智
造”的推进，高铁、通讯、新能源等一系列产品也取得突破性发
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科华恒盛作为“中国智造”的一份子，正在加快以能源基
础为主体，以新能源和云基础服务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业务
体系的开拓。作为科华恒盛的一名工程师，我有机会能经常走
出国门，希望能继续为为公司产品推介、市场信息收集、解决
海外客户需求继续发挥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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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 for the job mission and requirement, sometimes we 
chat with the foreign customers and at this time I always lik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rying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s and theirs. I believe if we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ulture of both sides and it could help us 
facilitate the business cooperation. 

How important the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is when 
treating with overseas customer? I’d like to share a little story in a 
book named <The culture map> written by Erin Meyer. This book 
is majorly talking about how to work together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There is a story in this book has a strong impression on me. 
This story is a French girl went to USA and work together with an 
American boss. After they worked together for 3 month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the girl and the boss respectively, the girl said that she 
had a very happy time in USA and she felt that even she made some 
small mistakes but in general she got along with her boss. But when 
the author interviewed the boss and feedback was quite different. 
The boss said that he was disappointed with the girl’s performance, 
and after he pointed out the girl’s mistakes in the meeting but she 
kept making mistakes , and he thought if she could not correct these 
mistakes that maybe he would fire her. What is the reason to make 
the girl and the boss has total different feelings about each other? 
After serious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reached the conclusion, it’s 
about the culture, even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are all very frank 

This is Jerry from overseas department, I am responsible for cultivating North American market, 
but sometimes I also help my colleagues receive the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o I got 
the chanc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from nations worldwide. The primary job of greeting 
foreign customer is to show them the company strength, let them know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resources we could provide and introduce our company development vision and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obtain as much more effective information from them and 
look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opportunity.

How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 customer

By Jerry Zheng/Oversea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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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thright, they speak out what they thought in their minds, but there is a subtle difference, the American like to speak out 
about the good aspect in a direct way and express their dissatisfaction in an implicit way. On the contrary, the French would 
like to speak out their dissatisfaction directly and give the compliment in an implicit way. So when the American boss spoke 
out his dissatisfaction in an implicit way and spoke highly of good aspects of the French girl directly, actually she does not got 
the true point of her boss, she thought the mistakes were just small deals and she ignored to correct them. 

In the story above, it is the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that caused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both sides. This 
story gives me an inspiration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take the culture factor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dealing withforeign 
customers.

Culture is a very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ncept which seems related to everything of our life. When we talk about 
culture, it seem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our life style ,habits, the way of thinking, tradition, religion, food and custom. These 
are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is topic, and we could extend it to such as aesthetics, literature, social system, morality, art, 
technology, geography, history. Among these detailed topics, I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geography. Due to our customers are 
from foreign counties, even some already came to our company for many times, will always feel interested to hear a native 
resident to introduce the city.

The introduction of Xiamen city

So I’d like to star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Xiamen city. Xiamen, formerly known as Amoy, is a very beautiful tourism city 
with fascinating shoreline. It contains 2 main islands, Xiamen island , Gulangyu island, and a region on the mainland. The 
Xiamen Island is connected to the mainland through 4 bridges and 1 undersea tunnel. Xiamen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across a strait from Taiwan, the climate is very comfortabl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20 centigrade, and this city is 
warm, even in winter, the lowest temperature is still above  10 centigrade and it never snows, but in summer especially in July 
and August which are very hot. If we watch Xiamen city in a map, basically Xiamen Island looks like a circle, and there is a road 
along the whole coastline. Each year, Xiamen will host a marathon race on this road, and it’s also called the most beautiful 
marathon racing track in China. Xiamen is a very attractive and flourishingcity.One major evidence is the house price, now the 
average house price in Xiamen ranks No.3 in China.It’s some kind of crazy but also shows how much the people like thi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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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ood

In China, it’s very important to invite the customer to 
have a dinner together and could shows our hospitality and 
amit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lso has a long history, for now,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very different food culture 
and dietary habi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gredientresources, 
climate, geography, history, cooking skills and lifestyle, 
Chinese food could be classified as eight major categories, 
maybe we could called it as "Eight Cuisines". The "Eight 
Cuisines" of Chinaare majorly from eight different China’s 
provinces as Anhui (Hui), Cantonese (Yue), Fujian (Min), 
Hunan (Xiang), Jiangsu (Su), Shandong (Lu), Sichuan 
(Chuan), and Zhejiang (Zhe) cuisines. The abbreviation in 
the bracket is short for the full province name.In China we 
also use these characters to represent these eight cuisines. 
Chinese dish stress the three main points on appearance, 
smell, and taste. Taste is priority buta really well-cooked 
Chinese food would need to achieve all three of them. 
There is a saying that Japanese dining with eyes, European 
dining with nose, Chinese dining with tongue. I think the 
saying shows that how much Chinese people focus on the 
taste. Also, there is a food carving culture in Chinese food, 
typically using vegetables as materials to carve the sculpture 
for animals and spiritual beings. Chinese normally use 
chopsticks and spoons for eating.

How Chinese choose the English name
Some overseas customers, especially from USA and 

UK, may be curious about how Chinese choose their 
English name. Since China's rapid ascension to economic 
superpower, now Chinese select an English name for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 purposes 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following is some methods for Chinese to select the English 
name:

1. Choose an English name which has the similar 
pronunciation as their Chinese name. For instance, a girl with 
Chines given name“Li”may choose the English name “Lily”, 
or a girl with the full name “HeLi”may choose the English 
name ‘’Holly”.

2. Choose the name because they like some guys in 
the movie or TV show. My boss Joey choose this English 
name only because he likes the actor “Joey” in the TV show 
<Friends>, also one of my friends chooseshis English name 

“Harry” because he likes the book <Harry Potter>.
3. Directly use the their Chinese names as an English 

name, such as my colleague  “Le Ji”, he uses “Le”as English 
name, or “YaoCong Shen”chooses“Yao” as his English name.

The English naming culture is wildly different to the 
Chinese naming culture which sometimes may cause some 
misunderstanding, because Chinese neglect the original 
meaning, or in order to choose a name similar to their 
Chinese, then they will choose anword which is either very 
old-style or related to something bad in English culture, but 
also this is a pretty interesting topic to talk which may lead to 
some interesting stories.

Chinese ‘White Wine’ culture

Now let’s talk about the liquors. There are 8 famous 
strong liquors in the world as listed Netherlands Gin/ 
Scotland Whisky / French Brandy/ Russian Vodka/ Cuba 
Rum/ Mexico Tequila/Chinese Spirit/ Japanese Sake. The 
Chinese Spirit is also called “Bai jiu” in Chinese which is a 
Chinese alcoholic beverage made from grain. “Bai jiu”lit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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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White Wine’ or liquor, and is a strong distilled spirit, 
generally between 40% and 60% alcohol by volume. The way 
to judge the liquor quality is to observe the color first, the 
top-class “White Wine”will be a little yellow and flows more 
like the oil than pure water. The second step is to smell, the 
good “White Wine” will have extraordinary fragrance which 
may make you feel happy. The third step is to drink and try 
the taste. The good “White Wine” will make you want to drink 
more. At last, you may make a comprehensivejudgment 
about the liquor quality based on the color, smell and taste. 

Chinese Tea culture 

Chinese tea culture refers how tea is prepared as well 
as the occasions when people consume tea in China. Tea 
culture in China differs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Britai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like Japan in preparation, taste, 
and occasion when it is consumed. Tea is still consumed 
regularly both on casual and formal occasions. In addition 
to being a popular beverage, it is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in Chinese cuisine.

Tea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even daily necessities, the 
others being firewood, rice, oil, salt, soy sauce, and vinegar. 
There are several types of tea: green tea, oolong tea, red tea, 
black tea, white tea, yellow tea, puerh tea and flower tea.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prefer to different teas. In Fujian 
Province, people may prefer Green Tea and black tea. People 
in Sichuan Province may prefer to Flower tea or puerh tea. 
In modern China, virtually every dwellinghas a set of tea 
implements for brewing a cup of hot tea. They are symbols of 
welcoming for visitors or neighbors. Traditionally, a visitor to 
a Chinese home is expected to sit down and drink tea while 
talking; visiting while remaining standing is considered impolite. 

 Various Chinese native dialects

China is  a big countr y and has a histor y more 
than 5000 years. The language has also a enormous 
developmentthrough the history moving forward. Now the 
standard Chinese is the Mandarin.Besides thi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native dialects which are majorly in its special 
regions. For example,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placehas many 
mountains, so in the past, the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is 
not easy or comfortable. The mountains isolate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So even two villages far away from 100 
miles will speak two totally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 

The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provide 
some basic chat information when treating with foreign 
customers and I’m sincerely hope this essay could be 
enlightening which some readers may find the inspiration to 
do good job of customer treatment. I think before we treat 
the foreign customer, we should do some investigations 
about their backgrounds, we could use some social medias 
such as LinkedIn or Facebook trying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ustomer. We have toleranc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e should noticed the issues of religion. This topic is some 
kind of sensitive, we should deal it with wisdom. When we 
are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also respect other 
culture. After all, the major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is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between both sides. If someone feel 
more confident and comfortable when meeting foreigners 
after reading this essay, the pleasure will all be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