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我国海上

风电总体将呈现由近及远、集约发展、

融合发展、市场驱动等发展趋势。为推

动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

要加强统筹兼顾、顶层设计、示范引领、

创新驱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在近日举行的

第六届全球海上风电大会上表示。

面对双碳目标，海上风电将会成为

绿色电力供给的新增长极。同时，随着

2021 年后海上风电国家财政补贴将全

部取消，迎接平价时代，可谓机遇与挑

战共存。在这一背景下，海上风电目前

发展现状如何？还面临哪些挑战？未

来又将如何发展？

规模化开发条件已具备

近年来，依托政策的大力支持，在

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海上风电已

经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产业体系，综合价值正在显现。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海

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1042万

千瓦，突破千万瓦级，为我国海上风电

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我国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

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说，从

资源量角度来看，据最新评估，海上风

能资源技术开发潜力超过35亿千瓦，开

发潜力巨大。从产业链角度看，经过多

年的培育，我国已具备大容量海上风电

机组自主设计、研发、制造、安装、调试、

运行能力。此外，海上风电开发成本已

大幅下降，2010-2020年度电成本降幅

接近53%。

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田庆军也表

示，海上风资源技术开发潜力巨大，资

源种类丰富，具备成为新煤炭、新石油

的战略先决条件。

同时，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也是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

重要选择。

“沿海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加快开发

海上风能资源，助力落实‘30·60目标’，

走出一条以绿色可持续、创新驱动为内

核的发展之路。”秦海岩说，大规模开发

海上风电，将会产生广泛的经济社会价

值。“除了助推能源转型进程，确保能源

供应安全之外，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

有利于实现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带动海洋经济产业发展。”

田庆军也表示，在双碳目标的引领

下，作为能源系统碳减排的关键技术之

一，海上风电的地位日趋重要，正成为

全球绿色低碳技术的制高点。

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尽管海上风电行业发展如火如荼，

但该市场相对“年轻”，平价时代即将到

来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系列严峻考验，

比如成本不降反升、安装船短缺，以及如

何保障项目长期盈利等。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平价上网仍有

较大挑战。秦海岩表示，海上风电还无

法做到平价上网，仍需政府提供适当的

支持，从而保持一定的开发规模，形成市

场拉动，确保技术进步持续下去。

“过去两年，海上风电行业一直在紧

锣密鼓地探索海上风电平价之道。但目

前距离平价上网还有很大差距。”田庆军

表示，“预计3-5年内我国所有海域海上

风电项目基本可以实现平价，到‘十四

五’末部分地区度电成本能降至0.3元，

EPC造价可以降至每千瓦1万元以内。”

据了解，目前我国海上风电每千瓦

造价仍相对较高，海上风电每千瓦造价

在 1.4 万-1.6 万元之间，但因受近两年

“抢装期”影响，海上风电产业链产能受

波及，今年则出现上涨，部分地区达到

1.8万元左右。

金风科技总工程师翟恩地表示，在

补贴退出的节点之年，海上风电面临着

两大挑战：一是存量补贴项目的保电

价、保吊装，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吊装

资源，保证这些存量项目按计划吊装。

二是在新的海上风电项目招标方面，如

何尽快度过已经出现的空白期和断崖

期，延续海上风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链协同促平价上网

面对机遇与挑战，海上风电未来

如何发展？业内认为，产业链协同，

共促海上风电平价时代来临。

“加快推动海上风电产业技术进

步和成本降低，打造全产业链体系，

实现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已成为全行业的共识。”王大鹏表

示，“十四五”时期将加快研究制定全

国深远海海上风电规划和管理办法，

探索项目统一开发，电力统一送出的

模式；有序推进近海项目布局优化和

深远海示范发展，真正实现大规模开

发和高比例消纳；在有条件的区域规

划布局一批海上风电基地，推动形成

规模化连片开发的格局。此外，要重

点补齐技术装备短板，加强核心部件

的攻关与创新，提升运行维护的水

平。

秦海岩也认为，目前，海上风电

仍需政府提供适当的支持，具体包

括：加强统筹规划，坚持集中连片开

发，单体项目规模应不低于 100 万千

瓦；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重

点产品与项目开发等。

翟恩地说，首先，整机在风电成

本中占比超过 1/3，因此加快研发适

应平价时代的风机已迫在眉睫；其

次，工程成本占比海上风电成本也达

到 1/3，需进一步加强海上风电工程

建设的产业链协同；第三，在长期的

度电成本方面，应通过降低故障停机

频次、缩短故障处理时间、优化运维

活动和资源管理，降低海上风电运维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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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行业动态机遇与挑战并存 海上风电开发迈向深蓝
我国标识解析体系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

本报讯 近年来我国标识解析

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目前，

已上线二级节点156个，分布于25个

省区市，覆盖 30个国民经济大类，接

入企业节点近 2万家，标识注册量突

破 260亿。同时，以分布式标识和区

块链为基础技术，完全去中心化的新

型标识体系加快建设。

这是在近日举办的 2021中国互

联网大会核心论坛——链网协同创新

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

信管理局副局长鲁春丛透露的。

鲁春丛表示，未来工业和信息化

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将持续增强国家

顶级节点解析服务、安全保障、中枢

接入能力，加快推动灾备节点上线服

务，完善二级节点、递归节点建设布

局，探索区块链等新技术与标识解析

融合创新应用；落实实施好《工业互

联网标识管理办法》，规范各类主体

服务行为，推动各地依照服务指南，

严格按照许可流程，做好节点审批工

作；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标识解析创

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动主动标识芯

片规模化部署，加快标识应用从消费

领域向生产领域的拓展。 徐一嫣

我国已开通

5G基站96.1万个

本报讯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今

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发布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

发言人田玉龙介绍，上半年我国信息

通信加快发展，融合创新应用赋能强

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5G独立组网

网络，累计开通 5G基站 96.1万个，覆

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5G终端连

接数约 3.65 亿户，千兆宽带用户达

1362万户。

在垂直行业端，低时延、高可靠、

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初

步建成，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超过 100家。“5G工业互联网”应用

场景不断拓展，5G赋能工业提质、增

效、降本、绿色、安全效果凸显。APP
个人信息保护治理行动、电信服务适

老化改造等取得明显成效。

田玉龙表示，上半年多部门联动

下大力气整治信息安全隐患，正式启

用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

APP个人信息保护治理行动、电信服

务适老化改造等取得明显成效，人民

群众获得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赵超

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首届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 8 月 2-3 日

在北京举行。

这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 2021全

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的。此次大会由北京市政府、国家

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主办，以“创新引领 数据

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

市”为主题。大会围绕数字经济的

发展趋势和数字化转型对各领域的

重大影响，积极推动跨学科、跨行

业、跨区域的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

作。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磊表示，大会坚持全球视野、国际

标准、超前谋划，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设置以会、论、赛为主体

的“1+3+N”内容设计，包括一个开

幕式和主论坛，三大特色活动——

数字经济体验周、全球数字经济创

新大赛和“数字首邑之夜”企业家座

谈会，以及 20 余场平行论坛和成果

发布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数字经

济领域政、产、学、研重量级嘉宾，深

入探讨数字经济新道路、数字技术

新理论、数字治理新规则，宣示数字

经济发展的中国声音，助力完善全

球数字领域的规则标准。

王磊介绍，大会开幕式及主论

坛将于 8月 2日下午举行，届时将重

磅发布北京市《关于建设全球数字

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全球数

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宣言》和《全球

数字经济白皮书》。这些方案和文

件都是着眼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

步凝聚数字经济发展共识，共商数

字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为打造

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标杆”建言献

策。

在此次大会上，主论坛设置“互

动式、体验式”精品展，集中展示数

字经济在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城市

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数

字经济体验周通过数字技术大体

验、数字场景开放日、网红打卡地探

访、数字生活消费体验等活动，让数

字化走入寻常百姓家；全球数字经

济创新大赛重点设置了数字贸易、

数字文化、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四

个赛道，招募全球青年精英在数字

经济领域锐意创新、大胆探索；“数

字首邑之夜”企业家交流会将引入

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打造数字

经济企业合作交流、政企对话的高

端平台。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

了解身边的数字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胡坚波表示，会场拟采用增强现实、

全息投影等新兴技术，将数字会场

信息“融入”现实，将国内国际嘉宾

“带到”现场，充分体现科技感和现

代感。

7月14日，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

统启动。近段时间，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磅

政策文件与举措接连发布，A股市场闻风

而动，网络安全概念指数 5月以来累计涨

幅超 30%。业内人士表示，千亿级别市场的

网络安全行业正迎来政策风口，全能型龙头将

延续强势发展态势，专精/审查型的中小厂商

也有望因受益赛道崛起而实现弯道超车。

重磅文件连续发布
政策风口已至

网络安全领域连续两天均有重磅文件

出台。7月12日，工信部发布《网络安全产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3年，网络

安全产业规模超过2500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超过 15%，同时要求电信等重点行业网

络安全投入占信息化投入比例达10%。

7月 13日，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公安

部印发《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要求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利用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从事危

害网络安全的活动。

近段时间以来，网络安全领域文件连

续发布。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自2021年

9月1日起施行；7月9日，上海市经信委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裘薇在 2021 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安全高端对话上讲到，正与

网信办协商，在今年发布的网络安全“十四

五”规划以及即将发布的网络安全产业的

行动计划当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公共企

事业单位在网络安全上的投入比例不低于

10%；7月 10日，《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频发的安全事件

提高了对网络安全防护的要求，加速了行

业新场景、新技术、新模式下的安全需求。

网络安全已正式步入“大安全”时代。

细分赛道加速崛起
行业增量巨大

业内人士认为，中长期来看，网络安全

行业将迎巨大增量，高成长性再获支撑。

IDC数据显示，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占

信息市场的比重不足2%，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 3.74%。随着政策逐步落地，网安行业

市场空间或进一步打开。考虑到信息安

全下游客户以政府、金融和电信等行业

为主，受政策影响较大，诸多安全政策的

落地有望推动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期。政

府和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当前我国网络

安全的最大下游客户，投入比例不低于

10%有望给网安行业带来较大增量，将

有效提升我国网安市场占信息市场的比

重。中期来看，政策预计为行业贡献百

亿级增量。伴随政企对安全投入占比的

提升，网安行业将开启高速增长期，行业

需求有望持续保持高景气度。

我国网安市场发展潜力同样巨大。

据 Gartner 发布的数据，2019 年全球 ICT
支出为 3.79 万亿美元，全球信息安全投

入占比约为 3.3%。CCID 数据显示，我

国目前 ICT 产业投资规模在 2.6 万亿-
2.8 万亿元之间，由此测算我国信息安全

市 场 规 模 至 少 应 有 千 亿 元 。 CCID 预

测，2021 年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增速

至少维持在 23%水平，是全球增速的 2 倍

以上。

业内人士表示，“云大物工移”相关

安全领域或将成为最有潜力的网安新兴

市场。CCID 预测，到 2021 年我国云计

算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工业

互联网安全、移动互联网安全市场规模

分别为 115.7 亿元、69.7 亿元、301.4 亿元、

228亿元、148.2亿元，未来两年各细分领域

年均复合增速均超过30%。

从产业链来看，目前国内的网络安全

上市公司主要以中游的安全硬件设备厂

商、安全软件厂商和安全集成厂商为主。

近年来行业格局快速集中化，多个细分领

域CR3（前三大厂商合计份额）突破 40%，

头部厂商奇安信、深信服等持续扩张，一方

面是受到技术演进、招标变化等外围影响，

另一方面也映射了龙头公司产品化、服务

化实力提升。预计未来全能型龙头企业将

延续强势，而受益“云大物工移”细分赛道

崛起等因素，专精/审查型的中小厂商也有

望实现弯道超车。

时值水稻中稻病虫害防治关键时期，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及时组织各乡镇利用新型科技农用机具进行夏季田间管

护，开展病虫害防治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工作，为今年秋粮丰产丰收夯实基础。图为在常宁市洋泉镇土桥村，农技员

操作植保无人机为水稻进行飞防作业。 新华社发 周秀鱼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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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电信业务收入、总量

同比分别增长8.7%和28.3%
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近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今年上半年电

信业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7533 亿

元，同比增长 8.7%，增速较一季度提

高2.2个百分点。按照上年不变价计

算的电信业务总量为 8045 亿元，同

比增长28.3%，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9
个百分点。

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加

速。上半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

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1294亿

元，同比增长12.6%，增速较一季度提

高 3.0个百分点，在电信业务收入中

占比为17.2%，占比同比提升0.5个百

分点，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2.1个

百分点。完成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

务收入 3328亿元，同比增长 4.4%，增

速较一季度提高 3.9个百分点，在电

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44.2%。

新兴业务收入增势突出。三家

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发展 IPTV、互联

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

业务，上半年共完成新兴业务收入

1145 亿元，同比增长 27%，在电信业

务收入中占比为 15.2%，拉动电信业

务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云计

算和大数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

96.7%和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