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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广告

大众日报联合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山东省能源局共同推出———

2018年山东十大能源新闻

□ 左丰岐

能源从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驱
动力和支撑力，每一次的能源革
命都引领了大发展，这也是我们
对能源革命热切期待的原因。我
们又一次盘点山东的能源事业，
推出了十大能源新闻，希望能从
中管窥能源革命的脚步，也盼望
着能源继续走在前列，站到改革
创新的前沿一线，源源不断地为
发展贡献强劲力量。

山东作为能源大省，每年生
产消费着巨量能源，带来了经济
社会的繁荣，但是对能源的过度
依赖，以及对化石能源的偏重，也
使得我们的经济结构过沉过重。
正是如此，我们对新动能的渴望
尤为强烈，希望更多新动能的对
冲，重构经济新格局。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也欣喜
地看到新能源扎根齐鲁土地，茁
壮成长，已然焕发出新的活力和
动能。我们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达1340万千瓦，稳居全国第一；
风电装机总容量1126万千瓦，居
全国第五。海阳核电1号机组投
入商业运行，2号机组也已经并
网发电。我们的能源结构，也开
始出现新的转变，向着更低碳、
更绿色迈进。

新能源是全球具有战略性和
先导性的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
技术变革和能源发展的方向，对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以及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至关重要。山东为此制定印发新
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意
在新能源汽车、核电、智能电网
及储能、热泵、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氢能、可燃冰、海洋
能等领域实现新作为。

氢能源是处在新能源中心的
焦点领域。今年8月29日，国家
“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在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示范区正式启
动。氢能源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
能源”，近年来备受各国重视。山
东作为重工业大省，有着良好的
氢能发展基础，更不甘落后，中国氢谷大战略就此浮
现，力争抢得产业先机，加快动能转换。

新能源领域蓬勃发展，传统能源领域也处处呈现
生机和变革。兖煤澳大利亚公司成为首家在澳洲和香
港两地主板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此前已经成为澳大
利亚最大的专营煤炭生产商和独立煤炭上市公司，海
外发展稳健务实。山东能源集团组建颐养健康产业公
司，意在打造领先全国的医养健康产业集群。大唐郓
城630℃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国家电力示范项目承载起
引领国家火电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的重要
使命。变革与进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源领域的
动能转换也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前行。

伴着产业发展的活力，能源管理体制、机制也
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山东省能源局挂牌成立理顺了全
省能源管理体制，对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经济体系至
关重要；山东黄金电力公司获得山东首张增量配电电
力业务许可证，电力体制改革再进一步。全省开展简
化获得电力专项行动，构建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发现能源、转化能源与利用
能源的历史，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巨
大发展。面向未来，新能源发展将拥有更多的“天时
地利人和”，伴随着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
创新，新能源必将迸发出更夺目的光彩和新动能，能
源革命必将不断深入，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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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山东高质量发展风生潮起，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起势，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展现出无比灿烂的光明前景。

过去的一年里，我省的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大步推进，能源领域重点项目频频落地，能源重点企业转型升级，亮点不断，，能

源改革继续走向深入。岁末年初，大众日报与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山东省能源局邀请专家、学者共同评选出了了“2018

山东十大能源新闻”，以此深情作别2018年，满怀信心开启2019新征程。

10月31日，山东省能源局挂牌成立。
根据《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山东省

能源局整合省煤炭工业局的职责，以及相关部门的能源
管理职责，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负责全省
能源行业管理，推进能源体制改革、能源行业节能、资
源综合利用，负责能源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全省油区管
理和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保护工作等。

山东省能源局的成立理顺了全省能源管理体制，对
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经济体系至关重要，可以从更加全
面的角度综合考虑山东能源利用的问题，实现能源更加
清洁高效综合利用，推动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前全
省能源管理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一直没有综合性能源
管理部门。

11 山东省能源局

挂牌成立

8月16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公布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山东省简化获得电力专项行动方案》，
启动简化“获得电力”专项行动：今后我省10千伏、低
压用户申请接电由电网企业“一窗受理”，全程代办相关
手续，接电平均总时长不超过45个和20个工作日，实现简
单业务“一次都不跑”，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

“获得电力”是营商环境评价的指标之一，主要内
容为获得电力时间、环节、成本和供电可靠性四个维
度。“获得电力”的电网内部审批环节，办理时长分别
压减至11个和3个工作日。“获得电力”只提供规划、
绿地占用、占路、掘路/涉路4项许可办理资料有关部门统
一全省收费标准和方式。用户申请电力接入“只跑一次”，
由电网企业“一窗受理”，实现一口申请、同步受理、并联
审批、限时办结“一链办理”。目前，威海、泰安已率先实现
用电报装行政审批线上“一链办理”。

在2018年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用电业务办理满意
率居全省六个行业首位。

22 山东开展简化

“获得电力”专项行动

12月6日，澳大利亚最大的专营煤炭生产商兖州煤
业澳大利亚公司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3668 .HK，全球发售股份约5900万股，发售价格为23 . 48
港元/股，成为首家在澳洲和香港两地主板上市的国有
控股公司。

兖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后即进入澳洲
进行资源投资开发。累计投资79亿美元，先后进行8
次重大并购；特别是2017年采用股权融资、资本运作
方式，全球融资29 . 5亿美元，收购力拓公司所属联合
煤炭公司，掌握世界最大、年吞吐能力1 . 6亿吨的煤
炭港口PWCS公司。这次并购成为全球煤炭行业近五
年来最大兼并重组案，将国际巨头嘉能可由竞争对
手变成合作伙伴，被评为2017年度最具前瞻性跨境并
购交易。目前，兖煤澳洲在澳洲拥有11座煤矿，年
生产能力8000万吨，其中3对矿井年产均超过1500万
吨，位居澳大利亚前十大矿井行列。兖煤澳洲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的专营煤炭生产商和独立煤炭上市公
司。

77 兖煤澳洲

香港挂牌上市

10月22日22时12分，海阳核电一期工程1号机组投入
商运，2号机组将于2019年1月投入商运。二期工程3、4
号机组计划总投资381亿元，正积极开展基础施工及反
应堆压力容器、主泵、数字化仪控等主设备制造等前期
工作，建设周期50个月。

海阳核电是世界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依托项
目，是山东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新能源项目，规划建设6台
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并预留2台扩建场地，总投资1000
亿元。6台百万级核电机组全部投入商运后，预计年发电
量525亿千瓦时，可满足全省约9 . 7%的用电需求。

33 海阳核电1号机组

投入商运

9月17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山东省新能源产业
发展规划（2018-2028年）》，涵盖新能源汽车、核
电、智能电网及储能、热泵、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氢能、可燃冰、海洋能等领域，以科学推进
全省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有效激发能源领域“新
动能”。

88 山东印发

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2018年山东十大能源新闻”评选

得到以下单位大力支持

11月28日，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签署
全球最高参数煤电项目——— 大唐郓城630℃超超临界二
次再热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勘察设计合同。该项目是“十
三五”期间唯一的国家级煤电示范项目，承载着引领国
家火电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重要使命。山东
院将依托丰富的百万机组工程设计经验和技术创新能
力，重点攻关，确保总体技术方案达到630℃再热温度
及50%以上的发电效率，打造安全高效、绿色环保国家
优质工程示范项目。

1100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
担纲全球最高参数
煤电示范项目设计

11月30日，山东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
济南挂牌成立。由山东能源集团注资30亿元成立，主要
经营医疗服务、医养结合、医疗器械、医地协同、医药
产销、医保融合“六医”特色医养健康产业。目标是：
3年内将其打造成为山东最强最大、领先全国的医养健
康产业集群，建成省级智慧健康养老标准示范企业，
2020年营业收入达到600亿元、利润10亿元以上，2021年
实现香港H股上市。

医养健康产业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发展
的“十强”产业之一。围绕“着力打造全国医养结
合示范省”目标，山东省将促进医疗、养老、养
生、体育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到2022年，医养健康产
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 1 5 0 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1 . 5%。

99 山东颐养健康产业

发展集团挂牌

（本版稿件由左丰岐整理）

▲10月31日，山东省能源局挂牌成立。

▲山东开展简化“获得电力”
专项行动。

山东颁出首张增量配电电
力业务许可证。

▲12月6日，兖州澳煤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11月28日，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签署全球最高参数煤
电项目勘察设计合同。

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

66 黄金电力获山东首张

增量配电电力业务许可证

12月13日，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获得国家能源

局山东监管办公室颁发的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这是

山东颁出的首张增量配电电力业务许可证，标志着山

东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迈出实质步伐，电力体制改

革再进一步。据介绍，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电力业

务许可证的颁发，实现了我省配电市场的两个突破：

一是突破现状，示范引领意义重大；二是突破垄断，

激发市场竞争活力。

山东黄金电力有限公司隶属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

司，拥有3座110千伏变电站，供电系统内现有直供35千

伏终端变电站21座，供电线路总长268 . 9公里，年供电

量达9亿千瓦时。目前，黄金电力公司已成为全省首家

具有配电网的售电公司，今后将开启以购售电为

主，增值服务并重的经营模式，为企业发展增添了

新的活力。

44 光伏装机容量

稳居全国第一

截至2018年底，我省光伏装机容量达1361万千瓦，稳

居全国第一；风电装机总容量1146万千瓦，居全国第五。

山东新能源发展全国领先。新能源产业是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以来，国网山东电

力累计投资4 3 6 . 9亿元 .建设3 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

616余项,为新能源项目科学合理接入电网积极创造了条

件。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并网新能源装机2770万千瓦,

其中,风电1146万千瓦,光伏装机1361万千瓦,生物质能发

电263万千瓦,以上三种新能源装机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21 . 13%。其中,我省光伏装机规模全国第一,风电装机规

模全国第五。除春节期间 , 山东基本实现新能源全额消

纳.在保障省内新能源有效消纳的前提下,通过各类电力

交易,累计消纳省外新能源78 . 3亿千瓦时,为全国范围能

源资源优化配置作出了积极贡献。

55 中国氢谷在济南崛起

8月2 9日，济南市政府与山东重工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及《“绿色动力、氢能城市”示
范工程协议》，山东重工集团分别与加拿大巴拉德
动力系统公司签署《氢燃料电池技术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与加拿大西港燃料系统公司签署《HPDI天
然气发动机领先技术合作协议》，标志着国家燃料
电池发动机及商用车产业化技术与应用重大项目，
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启动。

此前，钢研大慧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国惠投资
有限公司、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三方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依托先行区建设“氢能源
科技园”“氢能源产业园”“氢能源会展商务区”
三位一体的“中国氢谷”。

▲11月30日，山东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挂牌成立。

▲海阳核电项目现场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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