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看安徽

2019 年 03 月 12 日 星期二 编辑：
郭志明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全国人大代表，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汉如：

技术创新助力制造业节能减排

张来辉：
加快节能门窗发展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刘汉如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
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必然要求，
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要
改革完善相关制度，
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3 月 10 日，全国人大代表，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汉如，就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
节能减排，推动高质量发展接受了《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

新能源重卡，污染防治攻坚
的必经之路
刘汉如所在的企业华菱星马是我国重
型卡车和大功率重卡发动机研发生产企
业，针对重型卡车对环境的影响有较为深
入的研究。
机动车排放已成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
来源，柴油车污染治理更是打赢蓝天保卫
战工作的重中之重。传统重卡由于油耗

高，年行驶里程长，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相
当严重。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占机动车
保有量 7.8%的柴油货车，排放了 57.3%的
氮氧化物和 77.8%的 PM。
目前，重型卡车年产量约为 100 万台，
将来在政策的推动下，如果按年产纯电动
卡车 10%，混动卡车 30%的占有比例（混动
卡车按节油平均 20%）来计算，全年共可节
省燃油 569 万吨（约 665000 万升），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1712.7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 33.1 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9.7 万吨。
因此，发展新能源重卡是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必经之路”。
从政府补贴情况来看，现有的国家政
策偏重于乘用车而忽视节能减排潜力更大
的商用车尤其是重卡，导致国家为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目的和实际效果仍然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
刘汉如认为，
目前纯电动重卡在城市渣
土运输、商品混凝土运输、公铁联运转驳以
及港口运输的应用和推广最为迫切；
混合动
力重卡节能减排效果好，也不受里程限制，
应用范围更广。但新能源重卡都需要配备
大容量电池，导致载质量变低，如果按照传
统重卡的载荷标准来要求，
会对新能源重卡
的推广形成一定阻碍。为此，刘汉如建议，
用鼓励减排补贴和减免购置税等方式，
让新
能源重卡的售价达到市场平均水平。完善
相关国家标准，
提高新能源重卡的质量利用
系数，
增加装载质量（准牵引总质量）。给予
纯电动重卡优先路权；
考虑根据节油水平和
排放控制水平，
在城市内给予插电式混动重
卡车型与纯电动车辆同等待遇。

甲醇燃料，重型柴油车降低
污染法宝
柴油因为工作可靠、热效率高，一直是

重型车最重要的燃料。
但是柴油技术措施在实际使用中存在
着很大的问题：一是系统复杂，故障率高，
运行监管很困难。二是运行成本增加。喷
尿素还原 NOx 是污染治理的要求，增加了
使用成本，对动力无贡献。加装 DPF，运行
一段时间需要喷油对其进行再生，也会增
加使用成本，极大地影响了用户的使用积
极性。
刘汉如说，采用甲醇与柴油掺烧的方
式，能较好地解决单纯以柴油作为燃料而
带来的污染问题。甲醇是单碳燃料，燃烧
时很清洁，一般不会聚合成颗粒物。甲醇
掺烧是以均质混合气形式，克服了扩散燃
烧浓淡不均造成的 NOx 和 PM 的不足。另
外，甲醇在常温常压下是液体，也便于运
输、加注。
刘汉如说，甲醇在重型柴油机上应用，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已经
做了大量的工作，实现了甲醇对柴油的掺
烧率超过 50%，颗粒物排放大幅度低于国
六排放法规限值，不用尿素 NOx 也可满足
法规要求。由于甲醇的价格低于柴油，这
种重型车受到用户的欢迎。通对贵州、陕
西、山西、河北等地的调研，大型的物流车
队和矿区十分欢迎这样的车辆，能显著降
低车辆的运营成本。
但是，甲醇在实际推广应用中也遇到
很大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缺少相关政策
支持；没有标准支持；人们对甲醇作为燃料
的担心和误解。
为此，刘汉如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尽快
颁布柴油车应用甲醇掺烧的许可政策与规
定，取消不必要的政策限制，将其列入与天
然气一样的多元化燃料实施管理，为甲醇
汽车的推广应用提供合法合规依据。同
时，国家也需制定统一标准，建设加注站，
开展甲醇知识的科谱推广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煤电技师学院高级工程师、杨杰讲堂主任杨杰：

尽快出台支持企业办学实施细则

杨杰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
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用于 1500 万人次
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3
月 10 日，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煤电技师
学院高级工程师、杨杰讲堂主任杨杰，建议
尽快出台支持企业办高职院校实施细则，
用政策指挥棒来引导加快技能人才的培养
步伐。
今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就开宗明义，提出“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
等重要地位。”而职业教育的核心无疑是产
教融合，痛点则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
极性不够，对此，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拿出了分量很重的激励措施。
但在我国，产教难以顺畅融合恰恰是
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难点。
“学校很愿意与
企业合作，但‘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很多
企业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人才培养的主
体之一。”杨杰说，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 案》为 产 教 融 合 型 企 业 提 出 了 激 励 机
制。其中提出，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
试点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
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
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
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试点企业兴办职
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
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
地方教育附加。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还提
出，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
育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可 按 规 定 给 予 适 当 支
持。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学校
领导、骨干教师相互兼职兼薪制度。2020
年初步建成 300 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
盟），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支持和规范社会
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发展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
构。
杨杰说，在师资力量方面，
《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甚至在倒逼企业与学
校的融合。其中提出，从 2019 年起，职业院
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
从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
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
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
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 年起基本不再从
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对于学校也有激励，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校企
合作中，学校可从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
劳务等报酬，具体分配由学校按规定自行
处理。
杨杰认为，为了职业教育国家出台了
大量政策措施，但实施过程中却难以进一
步细化，无法具体落地，因此，杨杰提出两
点建议。
一、建议尽快出台配套落实《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政策的实施细则及
政策落实清单，以便政策尽快得到落实见
效。
二、通过大数据，动态精准捕捉《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政策落实情况，持
续突破落实力度，使出台的好政策真正落
实，达到政策设计初衷和目的，用政策的指
挥棒来引导加快技能人才培养的步伐。

“门窗遮阳隔热功能重视不够，中国
南北节能门窗应用差异大。”3 月 11 日，
全国人大代表、海螺集团狄港海螺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来辉，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建议，
我国应加快节能门窗发展。
张来辉说，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部分
地区对门窗的保温性能有一定的认识，却
忽略了门窗遮阳隔热功能的重要性，反映
在区域上，我国华南等区域门窗节能要求
及执行情况整体要差于北方。但数据显
示，从平均值来看，产生 1 千瓦时的冷气
消耗的初级能源大约是供暖所需能源的
3 倍。据测算，门窗遮阳隔热功能的缺失
意 味 着 制 冷 所 需 能 量 是 供 暖 的 5 到 10
倍。为此，
张来辉建议：
1.提高门窗节能标准。对标欧洲等
发达国家门窗节能标准，提高国内门窗节
能 K 值要求。同时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
门窗遮阳隔热的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南方
等区域，也要提高门窗节能标准要求，全
国一盘棋，
共同践行绿色发展战略要求。
2.加强建筑节能门窗生产企业培育
和指导。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政
策引导和技术支持，积极扶持本地区节能
门窗生产企业，并通过建立《推广应用名
录》等形式，引导建筑工程选用列入《目
录》的节能门窗。各级门窗行业协会要发
挥行业自律自查作用，从行业战略角度制
定节能门窗发展目标，引导企业进行技术
升级，
淘汰落后产能。
3. 加 强 建 筑 节 能 门 窗 进 场 验 收 管
理。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50411-2007)规定，做好建筑
节能门窗进场验收。禁止在工程建设中
使用列入国家或者省淘汰目录的高耗能
技术、工艺、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严禁在
施工现场拼装组装门窗。进入工地待装
的成套门窗产品，在复核产品出厂检验合
格单的基础上，按照标准规定应对节能门
窗的气密性、传热系数、玻璃遮阳系数、可
见光透射比、中空玻璃露点等进行复验，
复验由施工单位在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
位代表见证下，根据标准规定从施工现场
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节能门窗进行检测，
复验报告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依据。各
级建设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加
强建筑门窗应用情况的监管，对于节能门
窗进场验收及进场复验有问题的项目坚
决不予验收。
4.加大建筑门窗节能工程的抽检工
作力度。由各省市组织专门力量，在区域
内新建民用建筑项目中开展抽检工作，并
将建筑节能门窗作为重点抽检对象之一，
对节能门窗进场验收、进场复验等关键环
节进行重点检查，同时对节能门窗部分重
要性能进行检测，抽检结果向社会公示，
并对违规使用门窗产品责任主体进行处
罚。
5.推动门窗设计标准化。借鉴国外
门窗洞口标准化成功操作经验，从保障性
住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开始统一门窗
设计标准，加速推进节能门窗普及，同时
可在节能门窗多次升级改造时发挥降低
成本、节约能源资源的作用。
6.加大绿色建材产品推广。节能减
排，利国利民，为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国家
在多个领域出台了节能鼓励和奖励政策，
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建议国家应加大
绿色建材、节能门窗等产业扶持推广力
度，针对节能门窗行业所需的塑钢型材等
绿色建材产品给予财政支持。同时，倡导
机关单位、公共建筑要选择绿色建材产
品，
引导社会重视建筑节能、门窗节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