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用机械工业领域月度要闻回顾（2022年3月） 

【政策篇】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印发 

3月 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下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十四五”

时期现代能源体系建设的五大目标，分别

为能源保障更加安全有力、能源低碳转型

成效显著、能源系统效率大幅提高、创新发

展能力显著增强，以及普遍服务水平持续

提升。 

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46 亿吨标

准煤以上，原油年产量回升并稳定在 2 亿吨水平，

天然气年产量达到 2300亿立方米以上，发电装机总

容量达到约 30亿千瓦。详情点击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印发 

3月 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指出新型储

能发展目标，到 2025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

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

电化学储能技术性能进一步提升，系统成本降低 30%

以上。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实

施方案》是推动“十四五”新型储能规模化、产业

化、市场化发展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

标和细化重点任务，提升规划落实的可操作性，明

确了“十四五”期间的六大重点任务。详情点击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发布 

3月 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氢能产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提出，目标到 2025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氢能产业发展制度政策环境，

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基本掌握核心技术和制造

工艺，初步建立较为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氢

能示范应用取得明显成效，清洁能源制氢及氢能储

运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初步

建立以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就近利用为主

的氢能供应体系。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 万辆，

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 10-

20 万吨/年，成为新增氢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100-200万吨/年。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9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74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91


《“十四五”市场监管科技发展规划》印发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十四五”市场

监管科技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5年，较

为完善的市场监管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建立，市场监

管战略科技力量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科技创新发

展环境不断优化，科技创新支撑市场监管现代化成

效显著。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创新基础更加

牢固。争取实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零的突破”，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达到 3-5个。新

建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 60个以上、技术创新中

心 20 个以上。建设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 10 个，

新建国家质检中心 30个以上，建成国家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 50 个以上、国家标准验证点 50 个以上，新

增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10个以上，总局科普基地

达到 30个。详情点击 

 

三项两化融合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3月 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2022 年第 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公告，批准国家标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管理体系 新型能力分级要求》（GB/T 23006-2022，

简称《新型能力分级要求》）、《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 评定分级指南》（GB/T 23007-2022，简称

《评定分级指南》）和《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

系 生产设备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GB/T 23021-

2022，简称《生产设备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正式

发布。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85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17


【市场篇】 

船用 LNG 产业蓄势待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完善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完善交通运输领域能源清洁替代政策，完

善充换电、加氢、加气（LNG）站点布局及服务设施，

降低交通运输领域清洁能源用能成本。 

业内人士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内贸和外

贸船舶 LNG 加注市场潜力巨大，政府部门和行业企

业需找准方向、科学谋划，把握 LNG 动力船和 LNG

船舶加注产业发展机遇。 

详情点击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一号”建造完工 

2月 28日，中国海油发布消息，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一号”在广

东珠海顺利完工，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海洋油气平

台导管架设计建造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开创了我国

中深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新模式，对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提升深海资源开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详情点击 

 

世界首台“五塔合一”百万千瓦发电机组建成投产 

近日，中国能建山西院设计、安徽电建一公司

承建的中电投神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上大压小”

二期 2×100万千瓦扩建工程 3号机组圆满完成 168

小时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值，

为机组达标创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头二期项目是山西省“十二五”电力工业发

展规划重点项目，是响应国家、地方能源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政策，通过“上大压小”、煤电一体化方

式，建设完成的大容量、高参数机组。项目具有国际

领先的“五塔合一”、超超临界间接空冷、一站式上

煤和低氮燃烧技术等设计亮点，安装高效的电袋除

尘器，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92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7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95


内蒙古到“十四五”末 形成集制备、存储、运输、应用于一体的氢能产业集群 

内蒙古自治区发布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提出，2025年前，开展“风光储+氢”“源网荷

储+氢”等绿氢制备示范项目 15 个以上，绿氢制备

能力超过 50 万吨/年；加速推进燃料电池车替代中

重型燃油矿用卡车和公共服务车辆，推广氢燃料电

池重卡 5000辆以上，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突破 1

万辆；探索绿氢在化工、冶金、分布式发电、热电联

供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打造 10个以上示范项目；培

育或引进 50 家以上包括 15―20 家装备制造核心企

业在内的氢能产业链相关企业，电解槽、储氢瓶、燃

料电池等装备的关键材料及部件制造取得技术突破。

到“十四五”末，自治区形成集制备、存储、运输、

应用于一体的氢能产业集群，氢能产业总产值力争

达到 1000亿元。详情点击 

 

齐鲁氢能一体化及储氢装备制造项目正式开工 

2 月 25 日，淄博市 2022 年新能源产业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临淄区分会场暨齐鲁氢能（山东）

发展有限公司氢能一体化及储氢装备制造项目开工

仪式举行。齐鲁氢能（山东）发展有限公司氢能一体

化及储氢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 20.4亿元，年产液氢

1.32万吨、高压氢气 7920万标方。本项目将填补液

氢民用领域空白，为促进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重要支撑。 

该项目占地 480 亩，分两期建设。主要建设氢

气提纯装置、联合制氢装置、液氢罐区、液氢重卡车

载系统智能生产线、液氢加氢站成套设备(储罐)生

产线厂房及配套公辅设施。项目单套装置建成后将

成为国内最大的液氢生产装置，投产后企业将成为

国内第一大液氢供应商。详情点击 

 

世界“最牛”核电项目，为何都建在这里？ 

烟台，位于山东东部，滨海之城，经济发达。近

年来，我国先进核电产业在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其中，采用世界先进三代核电技术的烟台海阳核电

一期项目已建成投运，在此基础上创新建设的我国

首例核能商业化供暖项目，已安全运行两个供暖季，

烟台海阳由此成为国内首个零碳供暖城市。 

目前，国内核能企业还在烟台规划了海阳核电、

国家级先进能源示范区、华龙一号工程、国和一号

工程等 4大核电项目，总装机超 3200万千瓦，相当

于 1.5个三峡，总投资达 5300 多亿元。其中，国家

级先进能源示范区、华龙一号工程、国和一号工程，

均采用我国最先进核电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18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74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31


沙特阿美将在中国开发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 

沙特阿美 3 月 10 日宣布，已作出最终投资决

定，将参与东北地区大型炼油化工一体化联合装置

的开发。沙特阿美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辽宁盘锦

鑫诚集团于 2019 年 12 月共同设立华锦阿美石油化

工公司，合资企业将开发原油制化学品联合装置。 

联合装置位于中国辽宁省盘锦市，包括原油加

工能力为 30 万桶/日的炼油厂和乙烯蒸汽裂解装置，

预计于 2024年开始投入运营。沙特阿美将为联合装

置供应最多 21万桶/日的原油。 

详情点击 

 

中国石化氢能装备制造基地落户东西湖 可生产制氢、加氢核心装备 

3月 11日，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

武汉市东西湖区举行氢能装备分公司成立揭牌仪式，

一期工程预计今年 5月建成，可年产 25台套氢能装

备，标志着公司氢能装备产业发展迈入快车道。 

生产基地将依托石化机械现有中国石化压缩机

国产化基地，高标准布置装配生产线和测试线，实

现氢能装备生产过程的流程化、标准化、规模化。实

施“一站一策”，严格执行最新国家和中国石化相关

标准，根据客户需求合理配置氢能装备系列产品，

制定加氢站成套解决方案。详情点击 

 

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合资公司正式成立 

3月 10日，福建能化集团与全球石化巨头沙特

基础工业公司(SABIC)合资企业福建中沙石化有限

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标志着福建省一次性投资最大

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建设正式启动。 

福建中沙石化有限公司将在古雷石化基地投资

建设并运营一座世界级大型石化联合体——中沙古

雷乙烯项目。项目将建设一套年产 150 万吨乙烯装

置，同时配套建设一系列下游生产装置，采用多项

全球先进技术，多项专利技术为国内首次采用，填

补国内空白。 

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1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25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17


辽宁省首个核能供暖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国家电投东北公司与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近日签署核能供暖示范项目建设运维合作协议，标

志着辽宁省首个核能供暖项目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

段。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大连市瓦房店市红沿河镇，

先期规划设计供暖面积 24.24 万平方米，涉及当地

近两万百姓的供暖服务，计划于 2022 至 2023 年的

供热期前建成，并同时具备供暖条件。根据测算，相

较分散小锅炉供热，该项目每年能将减少耗煤量

1.21万吨，减排烟尘 209余吨、二氧化硫 60余吨、

二氧化碳 1.4余万吨、氮氧化物 85余吨、灰渣 0.26

余吨。详情点击 

 

四川正式核准今年第一批集中式风电项目 

3月 10日从四川省能源局获悉，日前省发展改

革委正式核准四川 2022 年第一批集中式风电项目，

共 14个，总装机容量 155.87万千瓦，总投资 107.14

亿元。 

此次核准的项目全部位于凉山州境内，已纳入

国家能源局批复的《凉山州风电基地规划》和省能

源局印发的《凉山州风电基地“十四五”实施方案》。

项目建成后平均年发电量 36.72 亿千瓦时，将进一

步提升四川省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促进电力清

洁低碳转型。详情点击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 3 号机组安注箱顺利吊装就位 

3月 9日，我国“十四五”期间首个开工建设

的大型压水堆项目—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项目

3号机组首台预引入设备安注箱成功吊装就位，为

后续反应堆核岛土建施工及安装工作创造了有利

条件。截止目前，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项目总体

进展顺利，各项工作均有序推进。 

安注箱是核岛安全注入系统的重要核设备之

一，高 6米，直径达 5.3米，总重约 51.34吨，需

引入反应堆厂房-6.7米层，吊装采用 ZCC32000型

2000 吨履带式起重机。安注箱作为预装设备，必

须在反应堆厂房内部结构 0 米层板浇筑前引入，这

是制约核岛内部结构施工的关键因素，也是工程建

设的重要里程碑。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9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10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97


老旧燃气管道改造有序推进 

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

蒙徽表示，今年将推进燃气等城市

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重大工程，力争

开工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管

道约 2万公里。此前，应急管理部

安全协调司司长苏洁表示，“十四

五”期间我国将更新改造老旧燃气

管道 10万公里。详情点击 

 

中国石化贵州能化筹建 PGA 项目 

近日，中国石化贵州能化 50 万吨/年聚乙醇酸

(PGA)项目一期工程总体设计内部审查会在贵阳召

开。该项目总投资约 230 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总投

资约 110亿元，将于 2024年建成 20万吨/年聚乙醇

酸。二期将于 2026年建成 30 万吨/年聚乙醇酸。该

项目建设内容含煤气化装置、气体深冷分离装置、

偶联及加氢装置、聚乙醇酸装置，配套建设热电联

产装置和空分装置。详情点击 

 

鲁西化工在建全球最大丙酸生产基地 

目前，鲁西化工正在如期推进二期丙酸项目,该

项目如果建成，鲁西化工将具有年产 20万吨的丙酸

生产能力，占全球丙酸产能的 32%。这是鲁西化工继

甲酸成长为行业龙头之后，丙酸将继续夺魁，成为

全球丙酸的最大的供应商，一举解决中国丙酸供应

不足问题。详情点击 

 

中国宝武湛江钢铁零碳示范工厂百万吨级氢基竖炉开工 

近日，中国宝武湛江钢铁零碳示范工厂百万吨

级氢基竖炉开工建设。该项目是国内首套百万吨级

氢基竖炉，也是首套集成氢气和焦炉煤气进行工业

化生产的直接还原生产线，标志着湛江钢铁向打造

世界最高效率的绿色碳钢制造基地、实现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据介绍，湛江钢铁百

万吨级氢基竖炉项目总投资 18.9 亿元，由中钢国际

设计，主要设施包括竖炉本体、竖炉装料卸料系统、

产品冷却系统、气体回路系统、原料输入和成品输

出系统，以及配套的球团供应系统、能源公辅系统

和信息化系统。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6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45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77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28


总投资 100 亿元！ 国家电投在济南打造黄河流域氢能产业基地 

3月 15日，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第三批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本次开工重点项目共计 20 个，

总投资 455.5 亿元，涉及生态保护、产业开发、公

服配套、交通市政、城市更新等诸多领域。 

这些项目中，包括数个总投资超百亿的重大引

爆项目。从占地面积看，新能源乘用车项目占地超

过了 3600亩。在产业定位方面，起步区已确定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

服务业“3+1”主导产业方向。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

包含新能源乘用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机器人与空

天智能装备创新中心（研究院）等多个高端装备方

向的项目。详情点击 

 

三天三份重磅规划方案相继出台 新一轮能源改革锚定目标拉开序幕 

3月 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氢能发展规划》），明确氢能在能源系

统中的定位和中长期发展目标。这是本周内第三份

关于能源行业的重磅规划方案。在此之前，3 月 22

日，上述两部门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以下简称《能源体系规划》）；3月 21日，印发《“十

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业界普遍认为，三天出台三份规划方案，意味

着能源行业面临新的发展变局。随着顶层设计出炉，

新一轮能源改革拉开序幕。详情点击 

 

 

天然气“银行”扩容 储气库建设提速 

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为保障

能源安全，将着力加强储备，未来将新增 50亿立方

米以上天然气储气设施，同时引导重点能源生产企

业和大用户加强社会责任储备。 

作为重要储气设施，地下储气库是天然气供应

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天然气“银行”，在我

国天然气调峰、安全保供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

我国天然气消费的快速增长，储气能力不足给天然

气安全平稳供应带来风险。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约为 170 亿立方米，在当年天

然气消费量中占比不足 5%，远未达到 12%的世界平

均水平，加大了冬季保供压力。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27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11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24


川渝天然气千亿产能基地建设按下快进键 

近日，从四川省能源局获悉，前两月，四川天然

气产量超过 8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以上，完成年

度计划的 17.3%，取得“开门红”。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四川代表团和重庆代

表团共同提交《关于加快推进川渝能源保障一体化

建设的建议》，凸显推动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夯基垒台

迈向整体成势的关键一年，川渝天然气千亿产能基

地建设按下快进键。 

详情点击 

 

2022 年内蒙古计划实施 262 个亿元以上能源项目 

2022 年内蒙古将加快实施重大能源项目建设，

计划实施亿元以上能源项目 262 个，约占内蒙古今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 40%。 

今年内蒙古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装备产业链发

展，强化“风光氢储”4条重点产业链的发展，推进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促进新能源开发与装备制

造协同建设。同时，内蒙古将以更高要求做好能源

保供工作，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不断加强电煤

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 

详情点击 

 

中国能建 1.6GW 新能源项目集中开工 

3 月 22 日，中国能建投资公司举行 2022 年首

批工程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此次集中开

工共 15个项目，总投资近 100 亿元，项目类型涵盖

光伏、风电、能源站及通讯铁塔。其中，新能源项目

13 个，总装机容量达 1600兆瓦，项目全面建成后每

年可提供清洁电能约 23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约 225万吨。 

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7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99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25


【国际篇】 

首个全球“限塑令”要来了 

2月 28日至 3月 2日，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同时举行，来自

近 200个会员国的超 2000名代表参会。此次会议最

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治理全球塑料污染问题，讨论制

定首个应对塑料危机的全球协定。法新社报道称，

这是自 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极负厚望”的

环境协定。 

详情点击 

 

壳牌发布《液化天然气(LNG)前景报告》 

2月 25日，壳牌发布的最新年度《液化天然气

(LNG)前景报告》显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

成了前所未有的动荡，2020年全球液化天然气（LNG）

贸易量仍稳健增长，达 3.6亿吨。展望 2040年，全

球液化天然气需求量预计将达到 7 亿吨，其中亚洲

将推动近 75%的液化天然气增量。详情点击 

 

德国将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的时间提前到 2035 年 

获悉，德国计划迅速加快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

扩张，从而将该国几乎所有的电力都来自可再生能

源的目标提前到 15 年，即 2035 年。负责能源和气

候政策的经济部于当地四件周一提出了新的立法，

旨在将陆上风能和太阳能设施的年增量提高两倍左

右。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将增加一倍以上。详情点击 

 

印度氢能大国梦难圆 

印度政府公布国家氢能政策路线图，第一阶段

计划显示，印度将在 2030年前达成可再生能源制氢

产能 500万吨/年的目标。虽然多个印度能源公司宣

布有意建设商业化绿氢生产项目，但业界普遍认为，

对于氢能产业尚未起步、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印度

来说要达成绿氢发展目标并不容易。详情点击 

 

支招欧盟天然气政策 国际能源署给出十项建议 

国际能源署 3 月 3 日在其官方网站表示，欧盟

的制裁措施将会使得该集团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减少三分之一以上。IEA指出，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

气占欧盟 2021年总进口量的 45%左右，占其总消费

量的近 40%。鉴于近期地缘政治冲突，欧盟可能在未

来需要面对一系列的能源危机。对此，IEA给出了 10

项建议，旨在增强欧盟天然气网络的弹性，并最大

限度地减少弱势消费者可能遇到的困难。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0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7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1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91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29


IEA：2021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反弹至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国

际能源署发

布的最新报

告，随着世

界经济从新

冠疫情的危

机中强劲反

弹并严重依赖煤炭来推动经济增长，2021年全球与

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6%至 363亿吨，创

历史新高。 

仅 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幅超

过 20 亿吨，是历史上最大的增幅，超过了去年由

新冠疫情引起的下降。不利的天气和能源市场条件

(尤其是天然气价格飙升)加剧了 2021 年能源需求

的复苏，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

的增长，但仍导致更多的煤炭燃烧。详情点击 

 

欧洲多国调整政策加大核电应用 

由于担忧俄乌冲突持续影响能源市场，欧洲多

国愈发倚重核电，英国、比利时等国官员纷纷表示

将调整政策加大对核电发展。欧盟统计局 2022年数

据显示，包括法、德在内的欧盟 13个成员国建有核

电站，核能发电量约占欧盟总发电量的 25%。欧盟运

行中的核反应堆共计 109 个，其中最大的核电生产

国为法国，其核能发电量约占欧盟核能总发电量的

52%；其次为德国、西班牙和瑞典，上述四国核能发

电量共占欧盟核能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三以上。中东

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等国也都

建有核电站。 

详情点击 

 

欧盟理事会就碳边界调整机制达成协议 

欧盟理事会 3月 15日就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

相关规则达成协议。根据这一机制，欧盟将对从碳

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铝、

化肥、钢铁等产品征税。该机制是欧盟委员会去年 7

月提出的一揽子环保提案中的核心内容。 

碳边界调整机制也是当天举行的欧盟成员国经

济和财政部长会议的核心议题。欧盟轮值主席国法

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说，这一机制将

起到三方面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加速欧盟相关行业

脱碳的工具；另一方面，将激励其他国家更加可持

续发展，减少碳排放；此外，这一机制也是对加速欧

洲能源独立战略的响应。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82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04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35


全球氢能市场规模 2050 年将超万亿美元 

投行高盛近日发布报告称，目前，全球氢能市

场的总价值约为 1250 亿美元，预计到 2050 年，氢

能市场的总规模将超过 1 万亿美元。该报告表示，

在全球各国的低碳转型过程中，氢能都将发挥重要

作用。一旦清洁能源制氢的技术发展成熟，氢能在

全球能源市场的占比将达到 15%。详情点击 

 

非洲天然气业异军突起 

全球能源商品价格暴涨之际，行业研究机构雷

斯塔能源指出，南非、尼日利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

家油气资源丰富，预计到 2030 年，非洲国家的天然

气供应量很可能在当前基础上实现翻倍，为全球能

源市场注入“新能量”。 

详情点击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绿氢产业政策要“打补丁”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近日发布报告称，在

全球各国争相寻求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背景下，预

计未来绿氢需求将大幅增长，但目前绿氢市场仍处

于初级阶段，政策制定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领域的

应用，对化工和钢铁制造等难以减排的行业关注较

少，因此，需通过完善绿氢产业政策，最大程度发挥

绿氢的脱碳价值。IRENA知识、政策和金

融中心主任 Rabia Ferroukhi 表示，根 

据测算，全球氢能项目将为《巴黎协定》

的气候目标贡献约 10%的温室气体减排

量，因此，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助推绿

氢项目进一步发展。详情点击 

 

核电政策展露曙光 欧盟重启核电不易 

欧盟能源转型讨论已久，俄乌冲突无疑将加速

欧盟能源自主路线图的制定。出于尽快向清洁能源

转型和寻找俄气替代品的考虑，核电成为欧洲实现

能源自主的重要选项。但是，欧盟想通过重启核电

度过眼前的能源危机也非易事。说到底，俄乌冲突

并非决定欧盟成员国核电去留的关键因素，各成员

国还需算清改造账、成本账和投资账。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2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2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2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53


巴西计划大力发展核电 

巴西官方能源机构 EPE 近日发布报告称，由于未来几年国内的电力需求将大幅增长，巴西计划依靠核

能满足电力需求。根据该报告，未来 10年，巴西电力消费将以年均 3.5%的速度增长，这将需要在发电和输

电领域投资 580亿美元，建设 4300万千瓦的发电产能。EPE表示，长期以来，巴西电力供应主要依靠水电，

但近年来，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很快。“水电占比从 2010 年前的 78%下降到 2019 年的 63%，加之

巴西降雨模式变化，巴西未来将更多转向可再生能源和核电。”详情点击 

 

法国公布新一轮能源发展计划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了面向 2050 年的

“法国能源计划”。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电力需求增

长的挑战，确保 2050年碳中和目标实现，法国将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可再生能源方面，重点

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到 2050年前者累计装机预计超

过 100吉瓦，后者累计装机预计近 80吉瓦。核能方

面，法国计划到 2050年新建 6 座第三代压水反应堆

(EPR2)，第一座将于 2035年投入运营，并开展再建

设 8 座反应堆的可行性研究。此外，政府还将要求

在保障安全运营前提下，将目前在运核反应堆的使

用寿命从 40年延长至 50年。通过上述措施，到 2050

年将新增 25吉瓦的核电装机容量。详情点击

 

英首相宣布将核电发电占比提高至 25% 

英国首相约翰逊 3 月 21 日会见了主要核设施

和技术公司的高管，包括英国劳斯莱斯、法国 EDF、

美国西屋电气和 Bechtel 集团等，讨论如何帮助政

府加快新核电站的开发。约翰逊向与会高管表示，

政府希望英国 25%的电力来自核能，这意味着英国

能源结构的重大转变。英国目前核电发电占比约 16%，

但一些反应堆计划关闭，而电力需求预计将在未来

十年稳步上升，这需要大量投资对新发电站。 

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21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07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12


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建设“左右开弓” 

近日，巴基斯坦财政部长 Shaukat Tarin 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连接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巴基斯

坦溪”天然气管道项目（以下简称“巴溪管道”）最

终合作协议基本达成，这条贯通巴基斯坦南北的天

然气管道即将迎来开建之日，该项目不仅进一步拉

近了巴俄能源和经济关系，也为巴基斯坦推进与伊

朗的跨境天然气管道合作铺平了道路。 

详情点击 

 

欧洲风电发展陷入“瓶颈” 

欧洲风电行业组织 WindEurope 日前发布报告

称，虽然 2021年欧盟成员国的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创

下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一增速仍远不能助力欧盟达

成气候目标。WindEurope指出，欧洲风电行业正面

临供应链紧张、审批过慢等诸多问题，在此严峻挑

战下，欧洲风电难以健康发展。详情点击

 

联合国贸发会议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2.6%

3月 24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贸易和发展报

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报告显示，受

俄乌冲突及各国近几个月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影响，

联合国贸发会议将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3.6%

下调至 2.6%。发达经济体加息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

无序变动可能对发展中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发展中国家今年将需要

3100亿美元来偿还外部公共债务，俄罗斯经济今年

将经历深度衰退，西欧、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

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将显著放缓。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21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02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37


【会员篇】 

沈鼓研发全国首台国产 PDH 压缩机完成验收 

近日，沈鼓集团与江苏延长中燃化学有限公司

联合开发的新型离心式压缩机顺利完成出厂试车验

收，即将转入现场安装、调试阶段。据悉，依托本次

压缩机设计的方案，沈鼓还签订了福建、山东合计 3

套 90 万吨/年 PDH 装置压缩机，装置规模是本项目

的 1.5 倍，其流量相当于 15 万等级空 分规模，完

工后或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轴离心压缩机。

详情点击 

 

凯泉潜水电机制造生产车间投入使用 

为进一步优化产能布局，提质增效，凯泉合肥

工业园斥资千万对原有的潜水电机制造生产车间进

行了全面升级，并于近日正式投入生产使用。据悉，

该车间以生产 7.5KW 以上大排和轴流泵配套的潜水

类电机为主，包含低压电机和高压电机两条生产线。

升级过程中，为提升电机生产效率，恢复高压电机

制造能力，凯泉引进机器人包带机、匝间胶化一体

机等一系列先进电机制造设备。目前，车间两条生

产线可做到低压电机月度产能 1800台，高压电机月

度产能 20台，是以往生产水平的 3-4倍。详情点击 

 

中科科仪高端仪器装备项目在苏州高新区启动建设 

在苏州高新区举办 2022 年重大项目推进会上，

中科科仪总投资 5 亿元，启动高端仪器装备项目，

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米，该项目将形成“基础研究

-应用开发-产业发展”的完整产业链，达产后预计

年销售收入达 7 亿元。据悉，苏州中科科仪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是中科科仪全资子公司，负责中科科仪

高端仪器装备产业化项目的规划和运营，专注于电

子光学和真空技术，相关研发成果始终代表中国高

端电子光学仪器和真空行业较高水平。 

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72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43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78


东方泵业 DFSS 系列双吸泵助力滇中引水工程 

1月 26日，滇中引水鲁地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

利用配套一期工程正式通水，实现了“金沙江水润

泽宾川大地”的美好愿景，谱写了跨区域、跨流域水

利建设的新篇章。其中，东方泵业的 DFSS双吸泵解

决了一期工程中浮船取水的技术瓶颈，成为助推工

程顺利实现通水目标的重要力量。详情点击 

 

陕鼓总包华东某空分项目正式投产 

近日，由陕鼓总包的华东某空分项目传来喜讯，

空分项目正式投产，产出纯度 99.81%的高纯度氧气

产品，为用户绿色发展增添新动能。作为智慧绿色

的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商和系统服务商，陕鼓

以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的优势为用户项目提供

了优质高效的工程总包管理和服务。详情点击 

 

 

重大国产化项目乙炔裂解气压缩机组完成出厂验收 

日前，中国船舶集团七一一所参与联合开发的

重大国产化项目乙炔裂解气压缩机组成功完成设备

出厂验收。在前期乙炔真空压缩机国产化的基础上，

七一一所与万华化学、成达工程公司等业内专家共

同组建技术团队，开展大型双级裂解气压缩机组的

国产化攻关。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攻克多项

技术难点，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完成了机组的研发、

设计及生产等全部工作，掌握了裂解气压缩机组的

设计及系统集成技术。详情点击 

 

石工泵公司“定制产品”再获用户青睐市场优势倍增 

日前，石家庄工业泵厂有限公司继去年“定制

产品”——250HD 重型单壳渣浆泵成功中标国内单

系统氧化铝项目后，凭借优质的产品性能和雄厚的

科研实力，再次中标该系统第二期项目订单，企业

在国内氧化铝市场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再次彰显，

为实现首季开门红目标再添助力。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8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75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77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15


克莱特北交所 IPO 路演 成“北交所通风装备第一股” 

3 月 4 日，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网上

路演在全景蓝海高端路演中心成功

举行，并与投资者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据介绍，莱特专注于高端定制化通风

机、通风冷却系统等通风与空气处理

系统装备，先后获评工信部第一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自 2001 年成立以

来，公司长期致力于通风冷却产品研

发设计，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了

以高可靠性、高效率、低噪音和轻量

化为核心竞争力的定制化通风冷却产品，满足了多

行业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详情点击 

 

沈鼓签约天津石化 120 万吨乙烯三机组 

近日，沈鼓集团透平销售中心传来喜讯，沈鼓

集团与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成功签约，将为天津石

化 120万吨/年乙烯装置设计制造裂解气、丙烯和乙

烯压缩机组，三机组在满足 120 万吨处理量规模基

础上，兼顾未来扩容至 150 万吨的能力，其中裂解

气机组三缸选型皆为沈鼓集团同类机组中最大尺寸

规模，标志着沈鼓集团的压缩机组设计制造能力又

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详情点击 

 

陕鼓服务型制造助力用户节能降耗绿色发展 

陕鼓以“1+7”智慧绿色系统方案优势及“5+3+C”

能效优化分析法，精准服务市场和客户，与华北某

大型央企签订了大型电站主要装备再制造项目合同。

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的背景下，客户对机

组安全可靠、节能高效、长周期平稳运行提出了更

高要求。在与国内外大型企业的激烈竞争中，陕鼓

智慧绿色的方案和再制造技术脱颖而出，得到用户

的肯定。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41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78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77


西南院煤制天然气催化剂首次完全实现国产化 

近日，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透露，其

与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 15 亿立方米/

年煤制天然气项目 CNGC-2 气体调节剂和 CNJ-8 甲

烷化催化剂供货合同。该合同的成功签订标志着煤

制天然气催化剂首次完全实现国产化。据介绍，与

国外催化剂相比，西南院 CNGC-2气体调节剂变换活

性更高、稳定性更好；CNJ-8甲烷化催化剂提升了单

程甲烷化反应的转化效率，可适用于更低的氢碳原

子比（H/C）和汽气比，是更节能、更高效、适应性

更强的新型催化剂。详情点击 

 

石化机械三机分公司压缩机助力文 23 储气库一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大的

储气库——文 23 储气库一期工程 2 月 28 日通过竣

工验收，标志着文 23储气库一期项目建设正式完成。 

文 23 储气库现有 14 台压缩机投入生产运行，

其中 8 台为国产储气库压缩机，石化机械三机分公

司提供的储气库压缩机为 7台，分别占文 23储气库

在用压缩机总数和国产压缩机数量的 50%和 87.5%。

在文 23储气库提前完成年度注气任务的背后，是国

产压缩机装备技术的进步。详情点击 

 

沈鼓集团轴封主泵试验台架主管路完成改造 

近日，从核电公司传来消息，“华龙一号”轴封

主泵项目的重要节点——主管路改造顺利完成，这

为后序陆续开展试验打下了基础!“华龙一号”轴封

主泵是压水堆核电站一回路系统的关键设备之一，

系统复杂、涉及的专业面广、技术难度大，完成主泵

的设计自主化和制造国产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主泵产品，能够解决在役核电站和三代自主核

电技术轴封主泵的瓶颈问题，目前，该主泵已完成

全部零部件的加工、三段装配、试验台主管路改造，

今年将完成工程耐久试验。详情点击 

 

天力能源承揽无水磷酸铁干燥项目 

近日，天力能源与国内某锂电材料企业签订无

水磷酸铁干燥、焙烧项目。天力能源从 2015年就开

始从事锂电材料的系统设计及供货施工，公司在磷

酸铁、磷酸铁锂、四氧化三钴、三元、二元、硫酸镍、

氢氧化锂、碳酸锂、废旧电池材料回收等锂电材料

领域都有相关成熟产品及业绩。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82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19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36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76


 

杭氧入选全国“科改示范企业” 

近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关于“科改示范企业”扩围及调整有关事项

的通知》，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入选

“科改示范企业”名单。下一步，杭氧将按照国务

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

“科改示范行动”，科学制定“科改示范企业”综

合改革方案和工作台账，高标准完成阶段性任务，

持续推进改革事宜，升级创新体系，推动公司实现

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详情点击 

  

东方泵业助力洛阳轨道交通事业 

近日，作为中国轨道交通建设重要的设备供应

商，东方泵业再度助力国家重点工程---洛阳城市轨

道交通 2 号线。东方泵业产品以高效、稳定的性能

和优质的服务助力洛阳地铁 2 号线顺利开通！ 

2016年 8月洛阳地铁顺利获批，标志着洛阳成

为中西部地区首个将拥有地铁的非省会城市。至

2021年 12月，洛阳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线路 2条，

线路总长度 43.5Km,共计 34座站点，东方泵业为洛

阳地铁 1、2号线沿线各区间站点、站房、物业工程

空调系统、消防系统提供了空调泵、消防泵组、智能

控制设备、稳压供水设备等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详情点击 

 

杭汽轮辅机公司承制的恒力惠州四台套 PTA 油站成功交付 

由杭汽轮辅机公司承制的恒力石化（惠州）有

限公司年产 500 万吨 PTA 四台套油站已于近日顺利

完成交付，实现了公司深耕 PTA 市场的又一里程碑

突破，填补了公司大型油站在 PTA领域应用的空白。

公司凭借产品优良的表现和精益的项目管理水平，

获得了极高的客户信赖度。在承接恒力惠州四套凝

汽系统的基础上，又成功中标了该项目 PTA 全部四

套油站，实现透平辅机一站式解决方案。详情点击 

 

天力能源重灰项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近日，由山东天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的重

庆和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5万吨重灰煅烧系统，一

次投料试车成功，产能、消耗均满足技术规范要求。

此重灰煅烧系统采用煅烧冷却一体工艺，无返混料

装置，系统工艺简单高效。 

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410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51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32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28


【协会篇】 

建立行业预警机制系列报道 

关注石化市场动态 建立行业预警机制思考之一 

“十四五”期间，

还将有一批千万吨级

炼油、百万吨级乙烯装

置和芳烃项目准备开

工建设。可以预期，至

“十四五”末期，不仅

炼油项目过剩产能难

以化解，配套一体化发

展的烯烃、芳烃及后续

深加工化工项目也将基本完成产业布局，新建大型

项目将会明显减少。通用机械行业，特别是影响比

较大的风机、压缩机、泵、阀门和空分设备等制造企

业，应该未雨绸缪，建立行业预警机制，研究如何适

应市场变化，科学决策，合理分配资源，研究精细化

工发展需求，开拓新的服务领域。详情点击 

 

中通协发布 2021 年通用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2022年 3月 3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召开

视频新闻发布，中通协新闻发言人、副会长兼秘书

长孙放发布了 2021 年通用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以及 2022年行业发展预期。 

孙放对 2022年行业发展预期进行解读，2021年

末通用机械行业 60%的企业累计订货量实现两位数

增长，在手订单为 2022年一季度平稳运行打下了基

础。2022年开局，通用机械行业显示了较好的发展

态势，但从全年发展趋势分析，国际范围疫情持续

和政治经济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行业经济运行的

影响或将逐步显现；国内市场环境总体向好，但行

业近年来的连续增长能否稳定持续也存在一些不确

定性因素。预期 2022年行业经济运行将会保持 2021

年的平稳运行态势，但增速会有所回落，预计收入

利润增速为 7%左右，出口交货值增速达到 5%左右。 

详情点击 

https://mp.weixin.qq.com/s/nQaH7Po9CJet19vosJYYxQ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214


2021 年通用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据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对 150 家重点联系企

业统计数据，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197亿元，同比

增长 16.2%；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1181亿元，同比增

长 19.6%，其中：出口交货值 93亿元，同比增长 25%；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53亿元，同比增长 27.2%；实

现利润总额 107 亿元，同比增长 19%；累计订货量

1834 亿元，同比增长 24.1%；应收账款 409 亿元，

同比增长 23.9%。详情点击 

 

中通协参加中国机械联系统“两会”精神学习视频会 

3月 23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党支部组织

职工参加中国机械联党委组织的学习十三届全国人

大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简称“两会”）精神

视频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机械联党委书记徐念

沙同志传达领学全国“两会”精神。中通协党支部书

记、会长黄鹂，名誉会长隋永滨，党支部副书记、副

会长张宗列，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放以及秘书处在京

工作人员参加学习。详情点击 

 

对接互补 合作共赢 携手并进 

——中通协与信息院课题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3 月 24 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黄鹂，

名誉会长隋永滨，副会长张宗列，阀门分会副秘书

长郭瑞一行赴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交流，机械工业

信息研究院党委书记郭锐，副院长石勇，副总工程

师刘成忠接待并座谈，双方围绕信息互通、课题研

究、大数据服务以及产业内容共建等内容进行交流，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其他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和机械工业信息研究

院此次签约，对于信息互通与共享，加强通用机械

行业的大数据服务起到积极作用，为通用机械工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动力支持！详情点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NDkyMzk2MA==&mid=2247499850&idx=2&sn=274849b720917b114da80a3ebbb96bec&chksm=fa27651dcd50ec0b5a2a45bcffefc26fa0a3ca1d431cb7ee4ccbc7594fe0671354ba05e19b98&token=168530906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klmzJXCunCcE963JWkDqeg
https://mp.weixin.qq.com/s/mrj3vuqZt5Nam1wsGKj-EQ


中通协发布《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发展规划 （2021-2025）》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是通用机械行业在中国

境内唯一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代表着中国通用机械

工业的主体，承担着服务行业企业、促进行业发展

的重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

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民政部《“十四五”社会

组织发展规划》，围绕我国通用机械行业发展需要，

为提升协会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协会在落实“十四

五”规划中的独特作用，促进中通协持续健康发展，

制定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

期为 2021年至 2025年。详情点击 

 

围绕“节能”和“制造” 推动通用机械工业低碳发展 

——中通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放接待中国节能协会一行到访 

3月 11日，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王挺一行 4 人到访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中通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放接待并座谈。双方围绕

低碳节能、产业对接、标准制订及展会活动等内容

进行交流，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和中国节能协会

作为专业的行业协会，其根本就是服务政府、服务

企业。在“双碳”背景下，双方应搭建平台，资源共

享，通力合作，紧紧围绕“节能”和“制造”两个主

题，合力推动通用机械制造业既要低碳发展更要为

“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装备力量！详情点

 

中通协与中联认证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 

3 月 7 日下午，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孙放（代认证部主任）一行 4 人赴中联认

证中心（北京）有限公司召开了 2022年度第一次认

证工作交流座谈会，中通协会将积极探索、有序推

进认证工作。中通协将以行业研究先行，发挥引领

作用，健全服务机制，打造服务平台，通过认证认可

加强行业自律和权益维护，把认证认可作为质量品

牌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通用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质量强国提供坚强支撑。详情点击 

http://www.cgmia.org.cn/Web/Association/Detail/2566
https://mp.weixin.qq.com/s/ksSnOaEV3dbd5eYa6bEe2g


“三代核电站循环水泵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

应用”项目通过中通协鉴定 

3月 10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与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在北京、上海两地，以视频和现场相结

合的方式组织召开了由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完成的“三代核电站循环水泵关键技

术研究及工程应用”项目成果鉴定会，鉴定会由中

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黄鹂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原总工程师隋永滨共同主持。 

据介绍，研发的海水循环泵已应用于国内外 38

个核电机组，国内市场占有率 80%以上，并首次在核

电站海水循环泵上应用变频技术，提高了多工况点

泵组效率。详情点击 

 

“NPS32 Class600 大口径轴流式调节阀”通过中通协鉴定

3 月 9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在四川乐山组织召开了“ NPS32 

Class600大口径轴流式调节阀”国产化鉴定会。本

次鉴定的大口径轴流式调节阀产品，由国家石油天

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管理分公司与四川

长仪油气集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为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工程项目部联合研制。 

此次大口径轴流式调节阀成功研制并通过鉴定，

标志着国内天然气计量站和长输管线关键阀门国产

化技术再上一个新台阶。研发公司将继续秉承“诚

信经营、科技创新”的企业精神，始终把技术创新作

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继续加强科研成果转

化力度，加大市场开拓步伐，推广新产品应用，为国

家油气设备国产化，做出积极贡献。详情点击 

 

https://mp.weixin.qq.com/s/3UuoREAN0qFrJB9HMbw6hg
http://www.cgmia.org.cn/Web/News/Detail/14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