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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核收官之作画上圆满句号
Shanghai Electric's Generation2+ nuclear power project 
completed

日前，由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所制造的田湾5号

压力容器完成水压试验，标志着作为国内“二代加”核

电项目完美收官。至此，三代核电站将接棒成为核电发

展的主流路线。

“二代加”核电站在过去10年引领了中国核电事业的

第一轮大发展，并为中国核电技术研发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为后续三代及四代核电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思聪

/  BRIEF NEWS ELECTRIC NEWS

多哈雷变电站投运在即

近日，上海电气输配电集团在吉布提承接的第二个EPC项目多哈雷变电

站项目完成全站试送电工作，调试完成后即将正式投运。输配电集团与

吉布提电力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签署多哈雷变电站EPC合同。该项目

包括一个230kV变电站扩建、一个新建63kV变电站以及约3.5公里63kV

同塔双回输电线路。输配电在吉布提承建的首个EPC项目亚吉铁路供电

项目已于2017年1月完成通车。

Doraleh Substation officially put into operation soon
陶  杰

日前，由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的世

界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安徽平山二期1350MW机组烟

气脱硫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平山二期采用1350MW高低位双轴布置形式，该项目

由申能股份投资建设，是国家251火电示范工程。上

海电气作为该项目的供货方，提供包括汽轮机、发电

机、锅炉(含脱硝、磨煤机)、凝汽器、低加、高加及

除氧器等主设备，并总包机组烟气脱硫项目。平山二

期项目建成后，淮北市将成为全国火力发电标杆和技

术创新榜样。

The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project of the 1350MW unit of Pingshan 
Phase II officially started

平山二期火电烟气脱硫EPC开工

李小林

第二台66万双水内冷发电机投运

继1号机去年10月通过168小时并移交生产后，首创

660MW级双水内冷第二台发电机组，于近日完成

168小时试运行。至此，上海发电机厂制造的首创

660MW级双水内冷两台发电机组全部在京能乌兰电

厂开始商业运行。

该机组自1月17日进入168试运行以来，机组运行数据

平稳，振动、温升、效率等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优良

等级。

The second 660MW double water internal cooling 
generator put into operation
乔  旭

日前，上海电气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维保公司在上海

地铁恒通大厦举行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此举意

味着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深化战略合作，真正

体现“上海制造”和“上海服务”在轨道交通领域的

叠加效应。

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轨道交通“多专业融合”综合维

保、智能维保和健康管理平台开发、维保专业人才培

养，以及维保物资采购保障等四个方面。在签约仪式

上，双方还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展开了深入探讨和展

望，从运维模式、核心技术和维保思路，提出需要创

新突破的三方面工作，从市场开拓、产品开发和服务

提升三个维度，提出共同开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上海电气与申通“牵手”
Shanghai Electric and Shanghai Shentong Metro Group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memorandum
张祯健

上海电气空冷首揽海外石化市场订单

近日，上海电气斯必克与MLE公司加纳天然气工厂谈判最

终达成共识，该空冷器订单项目，是空冷公司成立以来首个

与海外业主直接签订的以美元结算的项目合同，更是公司在

石化市场取得的重大突破。

空冷公司自成立以来，在电力行业空冷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

领先地位。随着火电行业项目的减少，公司积极寻找新的经

济增长点，经过大量市场调研、产品分析，将石化市场作为

公司未来发展的新市场。公司为此还招募了专门的销售和技

术人才，成立了石化事业部，积极拓展石化市场。

去年8月，加纳项目设计单位GE北京安珂罗开始进行空冷

器方案的设计工作。空冷公司在项目方案设计阶段，主动与

业主沟通交流、深入了解业主需求，最终凭借优秀的方案，

强大的品牌效应和高效的工作签下订单。

SECPG Air Cooling Company obtained the first overseas order in 
petrochemical market
李梦恩

Shanghai Electric’s overseas field service center 
officially opened

日前，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现场，上海

电气电站集团首个海外现场服务中心正式挂

牌，这标志电站集团正式将运行成熟的核电

现场服务中心模式移植到海外现场，服务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助推上

海电气核电产业发展。此举将大大提高现场

服务效率。巴基斯坦卡拉奇项目是我国实施

“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成果，是国家大力推动中国核电“走出

去”战略的标志性项目,也是海外“华龙一

号”首堆示范工程。2013年底，电站集团揽

下卡拉奇2号、3号机组项目合同，为该项目

提供常规岛成套主辅机设备。

上海电气海外现场服务中心挂牌

张  军

巴林基安2号机并网

当地时间1月28日，上海电气电站工程公司总承包的马来

西亚巴林基安燃煤电站项目2号机组并网一次成功。并网

期间主辅机设备运行稳定，汽轮机振动、瓦温等各项运行

参数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Balingian Coal-fired Power Station’s #2 unit combined 
to the grid
秦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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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bruary 21st, Shanghai Vice Mayor Wu Qing investigated 
Shanghai Electric accompanied by the principals from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Municipal Econom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 the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nd the Municipal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Zheng Jianhua,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made 
a work report, accompanied by Huang Ou,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Shanghai Vice Mayor Wu Qing investigated Shanghai Electric
魏  理

吴清调研上海电气
郑建华作工作汇报

2月21日，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

委、市科委、市国资委等负责人的陪同下调研上海电气。上

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作工作汇报，党委副书

记、总裁黄瓯陪同。

吴清对上海电气的发展成就和近几年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肯

定。他说，上海电气作为“百年老店”，是“上海制造”的

骄傲，这么多年能推陈出新、持续发展，确实不容易。希望

上海电气继续发扬传统优势，对标GE等世界一流企业，做

强做精主业，永葆青春，持续成长。 D

也十分欢迎上海电气去宁夏考察和投资。

郑建华表示，非常感谢石泰峰对上海电气的支持。上海电气集

团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装备制造业企业集团，在能源装备、

工业装备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目前，上海

电气还有85%的产能集中在上海，我们下一步的战略就是要

“走出去”，不光是要走向国际，更要走向全国，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也希望加强与宁夏的全面战略合作。之前，上海电气

集团与石嘴山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接下来我们希望把

这个战略合作协议扩展到整个宁夏，切实为宁夏自治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D

Shi Taifeng and Zheng Jianhua met in Shanghai
宋浩亮

石泰峰同郑建华在沪举行会晤

2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

在沪考察期间，与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举

行会晤。

石泰峰在会谈时指出，宁夏作为西部经济较发达区域，素有

“塞上江南”的美誉。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深入实施，宁夏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经济

增长连续16年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平，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城乡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作为全国著名的大型装备制造

业企业，宁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上海电气集团高度重视，

2019上海电气干部大会召开
2019 Shanghai Electric Cadre Conference held
胡  菁

2月15日 ，上海电气集团举行2019年干部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2018

年工作，部署了2019年经营预算指标和重点工作。会议指出，2018年

上海电气营业收入、净利润、新接订单3个关键经济指标都创历史新

高，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实现历史性跨越。2019年工作总体要求坚

持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创新驱

动，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重点打好提升发展质量、补短板、防范

化解风险三大攻坚战，为落实“三步走”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上海

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发表重要讲话，党委副书记、总裁黄

瓯主持会议并作经济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朱兆开总结部署党建工作。

会上还进行了上海电气品牌发布、企业和职能部门交流以及“一日捐”

仪式。 D

On February 15th, the 2019 Shanghai Electric Cadre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Shanghai Electric Education 
Center. The meeting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work 
in 2018 and made a comprehensive decision-making 
deployment of key budget indicators and key tasks in 
2019. Zheng Jianhua,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Huang Ou,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and 
gave a report on economic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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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Guoxuan 
High-Tech Global Headquarters Base 
and Shanghai Electric Guoxuan R&D 
Bas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Jiading District. Zhang Xi,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of Jiading District, 
Zheng Jianhua,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and Chairman, 
and Li Zhen, Chairman of Guoxuan High-
Tech joint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ase.

上海电气国轩研发基地落户嘉定
Shanghai Electric Guoxuan R&D Base settled in Jiading District
赵江越

这次上海电气国轩和国轩高科总部基地

落户在嘉定，不仅为双方未来的发展取

得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平台，也为嘉定

成为世界级汽车中心注入新的力量。希

望两个基地能够在嘉定早日开花，早日

获得更大的发展。

据悉，国轩高科全球总部基地项目位于

上海嘉定区外冈镇，由中铁上海工程局

承建，占地面积92000平方米，计划总

投资30亿元人民币，2019年底建设完

成，2020年投入使用。 D

今年初，国轩高科全球总部基地暨上海

电气国轩研发基地在嘉定举行开工仪

式。嘉定区区委书记章曦，上海电气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国轩高科

董事长李缜共同为基地培土奠基。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与国轩高科全

球六大研发中心美国硅谷、克利夫兰、

德国波鸿、日本筑波等协同发展，形成

集上市总部、战略投资、人才发展、产

品设计、经营服务和运营管理等职能为

一体的上海基地。此外，国轩高科与上

海电气集团合资成立的上海电气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将随同入驻。合资

公司发挥双方既有优势，致力于开拓国

内外储能和特种车辆市场，努力发展成

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的产业集团。

郑建华表示，新能源是上海电气高度关

注，要积极进入的一个重点战略新兴产

业。上海电气与国轩高科精诚合作，共

同成立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大力发展储能电池，目标是要在储

能领域成为全国第一、全球第一梯队。

全球15个国家拥有79家制造工厂和14个研发基地，在全球汽

车供应商中排名第29位。公司主要产品为车舱模块、内饰产

品、电子产品、热系统、排气系统等。贝达·博泽尼斯高度评

价上海电气的行业地位，并表达了与上海电气开展战略合作的

强烈意愿。 D

Zheng Jianhua visited Japanese new energy automobile parts company
宋浩亮 

郑建华考察日新能源车零部件企业

2月26日，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建华赴日考察康

奈可株式会社公司，并与康奈可株式会社公司总裁、首席执

行官贝达·博泽尼斯举行会晤。

郑建华指出，上海电气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装备制造业企业

集团，旗下有360多家企业，其中合资公司66家，几乎涵盖

了大部分全球著名跨国制造业企业。新能源汽车“三电”业

务是上海电气下一步将重点布局的产业。在该领域，康奈可

公司有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产品优势，上海电气希望加强与康

奈可公司在这领域的业务交流与合作，并尽快在新能源汽车

关键零部件业务领域打开新局面。

贝达·博泽尼斯向郑建华介绍了康奈可公司情况。他说，康

奈可公司创立于1938年，2017财年销售收入90亿美元，在

On February 26th, Zheng Jianhua,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visited Calsonic Kansei and met 
with Beda Bolzenius,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Calsonic Kansei. 
Shanghai Electric hopes to strengthen busines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Calsonic Kansei, and contribute to the key 
component busines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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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智慧能源产品亮相京城
Shanghai Electric Smart Energy Product Promotion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莫  平

Recently, the Shanghai Electric 
Smart Energy Product Promotion 
Conference with the them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Energy’ 
was held in Beijing and broadcast 
live on the network to show smart 
energy products and solutions 
such as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smart 
energy management and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近日，以“智创能源新格局”为主题的

上海电气智慧能源产品推介会在京举行

并在网络同步直播，向市场展示可再生

能源发电、储能、智慧能源管理、电能

质量管理等智慧能源产品及其解决方

案。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吕亚臣出席并

致辞。

近年来，上海电气逐步完成了能源产业

版图变更，其新能源订单在2018年占比

达到67%。当前，上海电气在可再生能

源生产、转换、储存、传输及电能质量

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业界最完整的产品线

系列。

推介会共展示了来自电站、风电、输配电

的多套产品和方案，上海电气也将借此契

机，以全生命周期的项目运营、量身定制

的系统集成和灵活的商业模式，为智慧社

区、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提供系统解决方

案，为行业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吕亚臣表示，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变化正

经历拐点，信息化、数字化将成为能源

革命的趋势。作为中国能源装备领域的

中流砥柱，上海电气将火电做到高能

效、低排放的极致，并全面拥抱智能化

变革，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应用于能源综合服务，向绿色低

碳、可再生能源转型，形成全方位的智

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D D

方将利用各自优势创造广阔的合作空间

和合作可能，进而推动双方新能源产业

向更加高效、更加绿色、更加多元的方

向发展。 D

Recently, Shanghai Electric announced 
that its wholly-owned subsidiary 
Shanghai Electric Investment Co., Ltd., 
with its own capital of 80 million yuan 
and other investors jointly invested 
in Shaanxi Green Energy Industry 
Investment Fund Partnership (Shaanxi 
Green Energy Fund) which has a scale of 
200 million yuan. It is designed to further 
develop investment business and us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gencies to 
find, reserve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project resources.

Shanghai Electric and GCL's first cooperation 
project focuses on new energy industry
夏  婷

上海电气协鑫
首个合作项目落地：

新能源产业

上海三菱新一代智能电梯发布
Shanghai Mitsubishi Elevator released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elevator
柏  雷

Recently, Shanghai Mitsubishi Elevator released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elevator, aiming to seize more market share in this year. 
The company has launched the Smart K-II intelligent escalator and 
elevator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system to the market.

日前，上海三菱电梯向市场隆重推出Smart K-II智能自动扶

梯和电梯智能交互系统。旨在新的一年中全力抢占更多市场

份额。

这款智能自动扶梯，相较上一代K型扶梯，不但机械系统全面

升级，而且最大的特点在于名称中的“Smart”——智能化全

面升级。全新机械系统，兼顾商用型和机场公共交通型，可从

容应对各种场景的自动扶梯需求。上海三菱智能扶梯可以聪明

地判断出乘客的不规范用梯甚至危险性动作，并予以报警，预

防事故的发生。同时，这款电梯扶手带智能紫外线杀菌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智能电梯还具有早晚智能启停、自适应环

日前，上海电气发布公告，其下属全资子

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8000万元与其他投资人共同投资规模为

2亿元的陕西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陕西绿能基金），旨在进一步发展投资

业务，借助专业管理机构寻找、储备和培

育优质项目资源。

去年2月，上海电气与协鑫集团签署了一

揽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其在燃机、光

伏、储能、海外EPC以及纯电动能源服

务等领域开展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双方

确定，重点推进资产层面的产业创新，探

索通过“产融结合”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发

展。战略框架协议签署后，电气投资公司

与协鑫金控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上海思融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思融）的合作随

即启动，数次协商后推进落地了由上海电

气、上海思融以及陕西投资集团三方合作

的陕西绿能基金。该基金是上海电气与协

鑫集团战略框架签署后首个落地项目，双

境音量的语音播报、智能润滑等功能，总共14项发明专利申

请、25项智能技术，以3大智能终端为载体，从产品生命周期

中的使用、监控、维保3个维度，全面解决了用户的痛点难点

问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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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be tested for airworthiness 
and forensics. The fuselage was completed on the assembly line provided by the Broetje 
Company of Shanghai Electric Automation Group.

在第二架C919原型机首飞一年后，我国

自主研制的第三架编号为10103的大型客

机C919，日前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

完成首次飞行。该飞机是同类型号中第一

架真正开始适航取证的试验机，中机身是

在上海电气自动化集团旗下德国宝尔捷公

司提供的装配生产线上完成。在90分钟

的飞行过程中，飞机飞行状态良好，飞抵

试验空域后，完成21个试验点。

中机身部段，从外观观察分辨，就是插

着机翼的那一段机身部段，装配精度要

求高，复杂程度大。与前两架飞机不同

的是，第三架飞机中机身是在上飞公司

装配生产线上完成，德国宝尔捷公司，

是上飞公司装配生产线的供应商。而前

两架飞机的中机身则由西飞公司手工生

产线装配完成。据了解，上飞公司装配

生产线共有9个工作站位。其中第3站

位采用宝尔捷公司生产的世界最先进的

MPAC多功能自动钻铆机，可以自动完

成飞机大部分壁板的自动钻孔与装钉铆

接工作，最高工作速率每分钟可以达到

17个钉；而第8站中机身装配站位，更

是装备了由32个自动定位器组成的自动

定位系统，该系统的应用改变了国内惯

用的手动定位调姿的传统方式，可实现

中机身装配中壁板的“一键调姿”。

投身航空工业 
上海电气助力第三架C919中机身装配
Shanghai Electric contributed to the fuselage assembly of the third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王鑫俊

自动化集团旗下宝尔捷公司与上飞公司

很早就建立了生产线的技术交流并向其

提供规划咨询服务，2017年首个中机身

部段在宝尔捷装配生产线上完成下线。

目前，宝尔捷公司不仅承接了上飞公司

中机身部段的装配生产线任务，同时也

接到了中航西飞公司中机身装配生产线

的任务需求。今年第一季度，宝尔捷公

司为中航西飞提供的中机身装配生产线

即将迎来第一个完成下线的成品部段，

这意味着自动化集团C919中机身部段生

产，全面进入自动化阶段。

据中国民航局透露，国产C919大型客

机将在2020年底取得适航证，在2021

年向用户交付第一架飞机投入商业运

营，迄今为止C919已接到来自28家客

户的815架订单。在C919大型国产化客

机的制造、起飞过程中，上海电气全程

参与。此次第3架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

功，进一步夯实了上海电气在国家高端

装备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地位，以国际

领先技术水平成功进入航空产业。 D

刘  泽

The first 7.0MW offshore wind turbine of the 
Pinghai Bay Sanchuan Project hoisted

平海湾首现7.0“海风” 近日，福建平海湾三川海上项目首台7.0MW海上风电机组完

成吊装。这是我国商业化运行的功率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首

开中国6.0MW以上海上风电机组大规模运用先河。

据了解，三川海上项目位于福建平海湾海域，将安装30台上海

电气7.0MW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风大浪高的恶劣施工环境

给项目建设带来难度与风险。据统计，该海域全年有效工作窗

口仅100天，如何在有限的工作窗口期完成项目建设实现项目

高收益成为一道难题。

首台机组吊装正处于冬季大风季，因此施工作业窗口期更短,

更碎片化，这给现场吊装带来极大的难度。不过，好在上海电

气7.0MW海上风机可靠性高且拥有最适合于海上大风区域的

吊装及调试工艺。 D

Recently, the first 7.0MW offshore wind turbine of the Pinghai Bay 
Sanchuan Offshore Project was completed for hoisting. This is the 
most powerful offshore wind turbine in China's commercial operation. 
It is the first to open a large-scale use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above 6.0MW in China.

汤  璐    周  英    武   玥

The two achievements Shanghai Electric participated won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上海电气两大参研成果荣膺国家科技进步奖

著作权。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目前，上海

汽轮机厂完成了33种减振阻尼叶片的研

发，广泛应用于湿冷、空冷、核电、汽轮

机等产品，并远销海外多个国家。

国产非晶带材项目由吴变、科瑞配电等

多家单位联合研发，以我国4万吨年非晶

合金带材的产业化生产能力为基础，整

合上下游实力企业，针对国产化非晶配

电变压器、非晶高效电机的应用需求，

致力于优化非晶应用技术和相关产品的

产业化，对满足我国电力系统发展和节

能减排对非晶合金材料及制品的需求，

提升非晶节能材料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以及打破发达国家的长

期垄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

能通过逐步的规模化应用，产生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 2018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two 
achievements which ar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by Shanghai Electric 
Turbine Works Company and Wujiang 
Transformer Company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the 2018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After 
progressively large-scale application, 
these results will produce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今年初，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上海汽轮机

厂参与的“汽轮机系列化减振阻尼叶片设

计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和吴江变压器有

限公司参与的“国产非晶带材在电力系统

中的应用开发及工程化”荣获2018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减振阻尼叶片项目由西安交通大学牵头，

上海电气、东方电气等单位共同完成。研

发团队提出了减振阻尼叶片强度、振动设

计新方法及系列减振新结构，逐步建立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频率精准预

测-安全性准确评价-强度振动自动寻优

设计”的叶片设计关键技术体系，完成了

20-1700MW等级火电、核电和工业汽轮

机调节级叶片到末级叶片的共87种阻尼

叶片自主研发，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软件

01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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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yao gas turbines put into commercial operation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护航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
高要燃机双投

冯德波    陶君伟

近日，由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承制的大唐

高要金淘热电冷联产项目第二套9F级燃

机机组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正式进入

商业运行。至此，该项目两台机组全部

投运，刷新了国内同类型燃机机组投运

速度。

该项目采用上海电气电站集团AE94.3A

燃气轮机技术，为两套高效一拖一双轴

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其燃气轮机、汽轮

机、发电机和余热锅炉均为电站集团提

供。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是上海电气

引进安萨尔多燃机技术后，第一次实现

现场调试工作全部由电站集团工程师主

导完成。

大唐高要金淘天然气热电冷联产项目是

广东省“十二五”重点项目，位于广东

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淘工业园区，以热电

冷联产方式实施集中供热供冷，可满足

当地的电力、热力、制冷的需求。该项

目对保障广东肇庆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

区的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D

Recently, the second set of 9F class gas turbine units 
of the Datang Gaoyao project, which was contracted 
by Shanghai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Group, officially 
entered commercial operation.

徐   可

陈逸夫

Thales SEC Transport won the bidding of Hefei rail transit Line 4 signal project

Hai'an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Center invested and constructed by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put into operation

近日，电气泰雷兹中标合肥轨道交通4

号线信号项目，为该线路提供互联互通

CBTC信号系统。这是继青岛8号线之

后，公司收获的第二个互联互通项目。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

越多城市要求信号系统满足互联互通要

求，以控制远期延伸线成本、降低运营和

维护成本。目前，合肥1号线和2号线已经

开通运营，3、4、5号线和1号线三期正

在建设中。合肥4号线是一条自西向东北

的“L型”的市区骨干线，是构建合肥地

日前，由上海电气集团投资建设的海安市危废处置中心举行点火

仪式，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投产。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顾治强出席

仪式并致辞。

作为海安市唯一一个危废处置项目，该项目不仅被列为南通市重

点项目，更被江苏省政府列为海安市考核项目。项目正式投产

后，将极大地缓解海安当地固危废处置能力不足引起的各方矛

盾。上海电气集团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来，已与当地

40余家企业签订服务合同，收储危险废物一千余吨。

顾治强表示，海安危废处置项目的正式投产，为海安工业企业产

生的危险废物提供了放心的选择，将成为海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键环节和重要支撑。上海电气环保集团将以实际行动，全力打造

上海电气危废产业标杆，真正把项目维护好、运行好，立足海

安、服务海安，为海安的绿水青山贡献力量。

据悉，该项目是上海电气集团全资收购瑞士环球清洁技术有限公

Recently, Thales SEC Transport won the bidding 
of Hefei rail transit Line 4 signal project to 
provide an interconnected CBTC signal system 
for the line. This is the second interconnected 
project that the company has acquired after 
Qingdao Line 8.
Thales SEC Transport will help Hefei urban rail 
transit move from “transfer era” to “network 
operation era”, and continue to carry out 
local R&D and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urban rail transit and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owners.

电气泰雷兹中标合肥轨交4号线系统

上海电气首个危废处置中心海安投产

铁网络化运营的重要线路。电气泰雷兹将

为该线路提供满足互联互通要求的信号系

统解决方案，并且在未来合肥6号线延伸

时满足互联互通要求，实现无人驾驶。助

力合肥城市轨道交通由“换乘时代”迈向

“网络化运营时代”。

据了解，电气泰雷兹深耕城轨信号行业

已十余年，承接了全国14个城市的30多

个城轨信号项目，并不断根据国内城市

轨道交通的特点和业主的多样化需求，

进行本地研发与创新。 D

司（CTU）之后，首个应用于国内且建成运营的项目。该项目

的投产，标志着环保集团已基本具备消化、转化CTU相关技术

的能力。该项目也将成为上海电气集团在危废业务板块推广的重

要展示窗口，以及危废行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要培养基

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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