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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
2013年度十大新闻

2 阳江核电站5号机组等新的
核电工程先后开工建设

3 核电“走出去”战略取得
重要突破 

4 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实现连
续安全运行4000天，创造了
国际同类型核电站单机组安全
运行最高纪录

9月18日，阳江核电站5号机组核岛浇筑第一罐混凝

土，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9月27日，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4号机组核岛比计划提

前1个月实现开工。至此，我国重启核电后，国务院审议核

准的第一个新建核电项目——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即

田湾核电站3、4号机组）主体土建施工全面展开。 

12月23日，阳江核电站6号机组核岛主体工程正式开

工。至此，阳江核电项目6台机组已全部开工建设。

据《环球时报》报道，11月26日，巴基斯坦大型核电

项目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举行启动仪式，巴总理谢

里夫亲自参加破土动工仪式。该核电项目由中国援建，采

用由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CP1000

三代核电技术，预计6年内完工，建成后有望缓解巴基斯

坦长期以来的能源危机。

据中广核集团报道，截至2013年12月9日，大亚湾核

电站1号机组实现连续安全运行4000天。自2002年1月12

日以来，该机组连续11年无非计划停堆，保持国内核电站

单机组安全运行最高纪录，并在国际同类型64台机组中

排名第一。 

据新华社报道，4月25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见证下，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

家原子能机构主任马兴瑞与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

会主席毕戈共同签署了《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法国原

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第十一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定

书》。 

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法

国阿海珐公司签署了中国大型商业后处理-再循环工厂项

目（简称“后处理大厂项目”）合作意向书。 

中广核集团（CGN）与法国电力集团（EDF）及阿海珐

集团（AREVA）在北京签署长期合作联合声明。根据联合

声明，三方将在先进反应堆研发、核燃料及经验共享、核

5 中法两国核能领域合作稳步发展

大亚湾

中广核阳江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基地

当班值长宣布红沿河核电1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 宁德核电站1号等核电机组
先后投入商运或并网发电

据中广核集团报道，4月18日，宁德核电站一期1号机

组正式投入商运。6月6日，红沿河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

入商运。 11月23日，红沿河核电站2号机组实现首次并网

发电。



7月17日，中核集团在江西相山铀矿大基地宣布，中

国铀矿第一科学深钻项目顺利终孔，钻探深度达2818.88

7 中国铀矿第一科学深钻取得多项
创新成果 

中法核能合作30周年高峰论坛

5月31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召开发布会，向社会发布

了有关内陆核电的多项研究成果，并就我国公众和有关

政府部门对内陆核电建设涉及的安全及环境影响问题作

出了回答。这些成果是在核能协会组织的《内陆核电厂

环境影响的评估》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的发

布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也为政府有关部门

启动内陆核电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6 内陆核电多项研究成果向社会发布

电站运维及性能提升等方面加强长期合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法核能合作30周年高峰论坛

12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与法

国总理艾罗共同出席论坛并。马凯致辞时强调，30多年来

中法核能合作稳步发展，成绩斐然。中法双方在核燃料

循环前端、核反应堆、核燃料循环后端及核安全4个支柱

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尤其是在国际核电市场开发

方面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内陆核电成果发布

1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燃
料元件生产线奠基

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网站报道，共有61项核能科技

成果获2013年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其中，

《中国百万千瓦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岭澳核电站二期

工程》《AP1000反应堆冷却剂管道安装与焊接技术研

究》两个项目获得一等奖；另外有14个项目获得二等奖，

45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据《中国核工业报》报道，由中国核工业地质局牵头

完成的《中国

北方中新生代

沉 积盆地铀

矿资源调查评

价》项目，荣获

2013年度国土

资源部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8 核能领域一批重要科技成果
获奖 

9 江苏核电、中原建分别荣获全国
质量奖和鲁班奖

11月3日，据《中国核工业报》报道，在全国质量奖颁

奖大会上，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质量协会颁发的

全国质量奖，这是中国核电首次登上全国质量奖的殊荣

榜。 

12月5日，据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网站报道，作为“河

北尚义龙源风电场（150MW）工程”参建单位，中国核工

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荣获由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评审、

国家建设部审定的2012—2013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

据中电新闻网报道，3月16日，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

有限公司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燃料元件生产线奠

基。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工业规模的商用球形燃料元件生

产线。

米，突破了以往1200米的找矿深度，填补了我国铀矿深部

找矿的空白，缩短了与国外铀矿深部勘查的差距。此次技

术的突破，拓展了铀资源的找矿空间。

建设中的岭澳核电站夜景

岭澳二期核电站田湾4号机组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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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关注
06 关于我国核电发展的几点建议   / 李永江

为实现能源特别是核能的可持续发展，应尽快统一认识，制

定合理可行的发展规划，加快核电项目的立项和审批。

08 对中国核电走出去战略的一些思考   / 赵成昆

我国核电的建安能力和工程建设管理能力在全球核电领域

属屈指可数之列。除了满足我国核电正常发展之需，完全有

能力走向国际核电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进一步

提高和壮大自己。

      特别报道
12 公众宣传之于核电

14 携手推进公众宣传 共促核电健康发展

 ——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 
/ 本刊记者 吕金玉 刘维

只有适时地掌握客观环境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同时通

过教育或者教化取得公众认识的提高，才能获得永恒的发

展。核电的发展与此相契合，核电公众宣传也需要与当时、

当地的环境相适应，通过沟通来求得共识、提升效果。

18 “示范” 历程

 ——秦山核电基地公众宣传教育纪实             / 罗路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秦山核电基地已经发展成为目前全世

界机组数量最多，堆型最为丰富的世界级核电基地，被评价

为我国重要核能基地、创新基地、示范基地、人才基地、文

化基地和科普基地，在世界核电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2 核电发展的 “东风”

 ——记中核辽宁核电有限公司核科普工作             
/ 官慧 李桃

26 开放之旅

 ——三门核电科普宣传的实践与探索      / 李超 王勇

30 核电支持能源安全的全民参与时代

 ——大亚湾“公众宣传与沟通”探索             / 姚秋爽

34 红沿河核电的公众沟通之“道”           / 高元勋

随着红沿河核电项目建设深入推进以及机组陆续发电，社会

公众、媒体以及有关各方对红沿河核电项目的关注度逐渐增

多，红沿河公司高度重视红沿河核电厂周边公众沟通与对外

宣传工作。

 本刊专访
38 以“三个贴近”为宗旨  进一步提升办刊质量

 ——《中国核能》杂志主编马鸿琳谈2014年工作设想

杂志是宣传协会及秘书处各部门工作业绩、发表真知灼见、 
传递国内外核电发展信息的一个重要平台。对协会重点工

作的宣传，编辑部将及时与秘书处有关部门联系， 力争在宣

传报道方面出新。

 一线报道
42 走向宏伟

 ——浙江宏伟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采访纪实

         / 本刊记者 朱海燕

位于浙江中部的永康，是一个闻名遐迩的五金之都。在数以万

计生产、经营五金产品的企业中，有一家民营企业脱颖而出，

以全新的经营模式不仅进入到核电这一高端产业，还成为国

际知名核电关联企业的合作伙伴。

 前沿观察

48 中国和英国——未来核电的引领者   / 史蒂夫 ·基德

中英两国都拥有支持核能的政策、有利的公众舆论和新建核

电的强大经济驱动力，中国投资者参与英国的新建项目可能正

基于此。

 研究探讨
52 用安全文化约束内心深处的松懈       / 陈科岩

 产业聚焦

54 建设透明开放新国企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56 中联重科再度大手笔海外并购

封面 网友观看核燃料装卸

封底 绍兴市越城区行知小学学生参观核反应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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