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侯召溪)10月20日，中国核
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在烟台
召开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核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
理事长王寿君，中国科协党组
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守东，中
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理
事长、原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
杨春光，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寻寰中，国家核安
全局副局长、生态环境部核一
司司长江光，省科协副主席张
波，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出

席会议。
中国核学会成立于 1980

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由老一辈“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倡议发起的全国性、学
术性社会团体。中国核学会
学术年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在
展示交流核科学技术各学科
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核科技人
才进步与成长，推动核电、核
燃料关联产业、核技术产业、
核基础科学、核医学、核农学
等学科全面发展，更好服务国
民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本届学术年会由中国
核学会主办、山东核电有限公
司承办，以“庆贺党百年华诞
勇攀核科技高峰”为主题，设
置大会全体会议、核医学科普
讲座、青年论坛、妇女论坛、分
会场报告、技术参观、颁奖发
布活动等内容，张焕乔、邱爱
慈、樊明武、陈森玉等17名两
院院士将出席年会活动。大
会举行了颁奖仪式，市委副书
记、市长郑德雁为中国核学会
青年奖获得者颁奖。部分参
会院士专家作了专题报告。

中国核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在烟台召开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侯召溪)10月20日上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会见了
参加2021碳达峰碳中和烟台
论坛的英国国际贸易部驻华贸
易使节吴侨文一行，双方围绕
清洁能源产业合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

郑德雁向客人简要介绍
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烟台是全国首批 14 个
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三核”
之一，拥有自贸区、综合保税
区等开放高地，开放发展水平
高，产业基础坚实。当前，烟
台正按照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部署，积极创建国际领先
的智能低碳城市，大力推动核
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安全高效利用，加快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
局，力争在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走在
前列。英国在清洁能源领域
拥有诸多成功经验和技术优
势，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吴侨文表示，烟台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城市环境优越，发
展空间广阔，希望在清洁能源
领域与烟台持续深化对接交
流，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探讨
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
进展。

市领导会见英国驻华贸易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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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由英国国际贸易
部、烟台市外办、烟台市发改委共
同承办的2021碳达峰碳中和烟台
论坛——中英海上风电合作分论
坛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论
坛紧扣“绿色发展、低碳未来”的
主题，与会嘉宾就风能一体化、海
上风电市场发展、施工运维、保险
等方面作演讲。

中英海上风电合作分论坛不
仅为烟台双碳论坛增加了国际元
素，而且为两国海上风电领域紧
密合作搭建起结实的桥梁。

风力发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直是烟台
重点谋划布局的前沿产业。作为
拥有1000多公里海岸线的沿海
城市，烟台海上风电资源丰富，发
展海上风电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烟台市规划海上风电装机量770
万千瓦，占山东省的三分之一，聚

集了华能、国电投等一批风电央
企强企，有华能半岛南4号风场、
国电投半岛南3号风场等4个项
目在建，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是山东省核准海上风电项目最多
的城市。烟台形成了海上风电机
组、叶片、法兰轴承、风电底座、大
数据运维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2020年实现产值120亿元。

“十四五”期间烟台规划建设
10个以上海上风电项目，全市海上
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00万千
瓦左右，蕴含着巨大的投资合作空
间。英国作为全球海上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在海上风电
领域集聚了一流的企业和顶级专
家，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项目
建设经验。此次中英海上风电合
作论坛，将双方优势紧密结合起
来，共同开发海上风电市场，实现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深入对话，为“双碳”路径贡献烟台智慧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衣玉林 通讯员 王晨 张春华 杨学萍

昨天，2021碳达峰碳中和烟台论坛分论坛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相
继举行。在综合智慧能源、城市能源变革与低碳发展、核技术应用等主
题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就“双碳”目标下的能源发展等热点
问题展开对话，探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之变。

在城市能源变革与低碳发
展分论坛上，专家们围绕城市能
源变革和碳减排等热点话题，分
析新形势下城市能源转型和低
碳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
战，共同探讨以城市为主体的碳
中和之路。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柴麒敏表示，“要制订引领性的城
市碳达峰行动计划，部署战略性
的城市碳中和愿景目标，同时注

重运用经济政策、市场交易等激
励约束手段，提供更多零碳公共
服务”。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生
态市政院副总工程师魏保军表
示，“城市碳达峰碳中和不能以牺
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共同富裕是
我国城市碳达峰的前提”。他认
为，只有经济与能耗脱钩，经济增
长才能摆脱能源消费的硬约束，
经济发展才能迈上新台阶，共同
富裕的目标才能实现。

在2021碳达峰碳中和烟台论
坛核技术应用分论坛上，专家们
为“双碳”目标下核技术应用献计
献策。烟台市新兴产业发展推进
中心（核电办）主任张洁非，国家
原子能机构系统司副司长高洪
滨，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中国
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樊明武等人就核技术应用发展的
现状及未来趋势展开讨论。

张洁非表示，烟台是环渤海
地区的重要开放城市，拥有良好
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正在加大新旧动能转换力度，不
断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烟台
发展核电产业潜力大，主动加入
新发展格局，协同发展风、光、核
等产业能源，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跑出了绿色能源发展的“加速
度”。

“在核能综合利用方面，烟台
走在了前列。在核能供暖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诚意
邀请专家为烟台绿色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核动力。”张洁非说。

于俊崇说：“烟台地处山东半
岛，资源丰富，在发展核技术应用
方面，要简化手续，采取客观态
度。我建议要有全局的、整体的
规划来发展产业。”

高洪滨表示，核技术作为核
能和平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
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等领域，要加快推动相
关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烟台跑出绿色能源发展“加速度”

中英共话海上风电合作新愿景

“双碳”让城市实现“绿色复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刘芳 摄影
报道）2021碳达峰碳中和烟台
论坛既有深入探讨的“双碳”
领域重大课题，也有贴近民生
的科普知识问答。昨天，记者
走进碳达峰碳中和烟台科普
馆，带你秒懂“双碳”。

多种方式展示“双碳”知识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一楼大
厅的四个LED屏幕上分别有代
表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及生态未来四个不同文明时
代的碳排放印记介绍。

“本次展会通过科普展,
向业内人士及观众充分展示了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内容，提升
市民环保意识，展示烟台作为
低碳试点城市，努力当好碳达
峰碳中和先行者的决心。”展馆
负责人告诉记者。

“双碳”科普馆利用LED屏
幕，配合机器人、VR等科技手
段，营造科技感、智能化的展示
空间，并结合生动的图片及视
频，使“双碳”内容更具有表现
力、感染力。

科普知识分五大章节

两只可爱的北极熊造型
玩偶与参展人群互动。“科普
馆有一部分内容是‘无家可归
的北极熊’，以北极熊的口吻
向人们提出和‘双碳’有关的
问题。”科普馆工作人员介绍
说，科普知识共分五大章节：
初识“双碳”、了解“双碳”、科
普核电、拥抱“双碳以及畅想

“双碳”。记者注意到，不少参
会者在认真学习科普知识之
后，积极参与知识问答。

“亚马逊森林经常性干旱、
北极海冰面积减少、全球珊瑚礁
大规模死亡……大量排碳竟已
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位参
会人员感慨说，“碳排放无处不
在。吃200克牛肉排放约7.5千
克的二氧化碳。想要艳丽衣着，
纺织印染在大量排碳；想要美味
佳肴，农牧生产在大量排碳；想
要四季如春，制冷供暖在大量
排碳……”

畅想“双碳”共创绿色家园

科普馆互动场所设置了签

名墙和绘画墙。与会者纷纷拿
起画笔，画出自己心中的美好
家园。

记者注意到氢能大巴驶
入了位于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的主会场。

“服务本次论坛活动的氢
能大巴车长11米，可以搭载46
名乘客。它与其他大巴区别最
大的是由氢能驱动，充氢时间
是20分钟，充满后可以跑650
公里。”国家电投氢能公司高级
工程师孙奇介绍说，氢能大巴
最大的优势是环保，利用氢气
和氧气低温生产的电能带动电
机运行，整个行驶过程不产生
二氧化碳。氢能大巴相当于每
行驶100公里减少70千克二氧
化碳的排放，真正做到了减排
环保。目前，济南、潍坊、淄博
都在建立氢能汽车加气站。

人人是美好生态环境的享
受者，更应该是生态环境的保
护者。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做
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从改变习
惯做起，节约一度电、节约一张
纸，绿色出行，保护森林、使用
新能源……

在综合智慧能源分论坛上，国
家能源局原司长、能投委能源投资
专委会会长孙耀唯，中国电力技术
市场协会综合智慧能源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兼总工程师齐越，中核汇
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
志刚等人就“双碳”目标下综合智
慧能源发展的新思路、应用实践、
实施路径等方面分享看法。

孙耀唯分析了电力产业发展
的新形势，认为能源转型发展的
大趋势为电气化、高效化、低碳

化、数字化，零碳产业将迎来加速
发展期。

齐越表示，综合智慧能源将
成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也是“能
源安全新战略”与“3060”愿景目
标实现的战略选择，将在能源活
动及全社会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
发挥关键作用。

王志刚认为综合智慧能源行
业发展应该向“源-网-荷-储多
能耦合”方向靠拢。

构建综合智慧能源新格局

走进科普馆 带你秒懂“双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