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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用电量出现快速增长，全国人大代表孟庆强建议：

保用电，尽快启建特高压“华中环网”
科技创新推动农产品
向精深加工发展

“
全国人大代表孟庆强。

“

提起特高压， 有的老百姓觉得好像是“
高高在上、 遥不可
及”。其实不然，特高压就在我们身边，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实
实在在的影响。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孟庆强在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了解决近年来湖
南出现的电力短缺问题，应该尽快启动特高压“华中环网”交流工程
建设，增强湖南电网与华中电网的省间联络能力，促进清洁能源的交
换和高效利用，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特派记者 刘璋景 黄京

我省电力缺口增大
电力，是经济的命脉，可靠的
电力供应， 助推湖南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地处中部的湖南，经济发
展速度、 质量表现不俗：2017年
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34590
亿元，全国排名第九，中部排名第
三。“电力引擎” 为全省经济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
然而， 随着全省经济快速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用
电负荷出现快速增长，缺电的“口
子”也越来越大。
根据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的数据显示， 到2018年初，湖
南电网最大 用电 负荷 达 2844万
千瓦，较2017年冬季增长23.8%。
而目前， 湖南电网最大供电能力
仅为2900万千瓦，无法满足持续
增长的全省用电需求。
以目前的增速预测，2019年
-2022年湖南省将分别出现410
万千瓦、560万千瓦、800万千瓦、
1050万千瓦的电力缺口，全省缺
电的“口子”越来越大。

多方面原因造成缺口
缺煤、少气、无油，一次能源
严重匮乏， 水电资源技术开发量
已至“天花板”，风电、太阳能不具
备规模化利用条件……
据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介绍， 湖南缺电是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如果继续大规模发展火电，
将 导致 湖 南省 电价 水 平居 高 不
下，且十分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风电、光伏发电属于间
歇式能源， 不能提供连续可靠的
电力保障。截至2017年底，湖南
电网发电装 机容 量 只有 4086万
千瓦。 为解决湖南省电力供应问
题，必须依靠跨省跨区输电通道，

大幅加强外省电力入湘力度。2017
年6月，首条入湘特高压——
—祁韶±
800 千 伏 特 高 压 直 流 输 电 工 程 投
运。 该工程是我国首条大规模清洁
能源输送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起
于甘肃酒泉，经甘肃、陕西、重庆、湖
北，止于湖南湘潭，利用西部地区风
能、太阳能，一年可向湖南传输电量
接近400亿千瓦时。

启动特高压“华中环网”
虽然湖南电网结构得到了极大
的优化， 但是仍然存在极大的安全
风险。截止到目前，湖南电网仅通过
3回500千伏交流及1回祁韶直流与
省外联络，其中500千伏交流联络线
路最大送电能力只在270万千瓦。
受此影响， 祁韶直流最大允许
送电能力仅能达到400万千瓦，为设
计输送能力800万千瓦的50%，若祁
韶直流按照800万千瓦实行满功率
送电，一旦发生双极闭锁等故障，800
万千瓦电力将迅速转移到省间的3回
500千伏交流联络线上， 但省间500
千伏交流联络线送电能力不足，将
紧急切除湖南电网300万千瓦以上
的用电负荷，全省供电面临紧张。
因此， 只有加快建设长沙与周
边省份的特高压交流联络线路，形
成“荆门-武汉-南昌-长沙-荆门”
特高压“华中环网”，大幅加强湖南
省与外省的交流输电通道联络，才
能满足祁韶直流发生双极闭锁等故
障情况下的电力转移需求， 实现祁
韶直流满功率运行， 充分发挥其设
计输电能力。
孟庆强建议， 尽快研究决策，尽
快启动特高压
“
华中环网”交流工程建
设，大幅增强湖南电网与华中电网的
省间联络能力，解决湖南电网的电力
缺口，促进清洁能源的交换和高效利
用，满足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
好生活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湖南是柑橘种植大省， 但我
国70%-80%的橙汁却来源于巴
西等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农
业产业体系不尽完善， 农产品加
工业大而不强， 精深加工水平普
遍较低。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全国人大
代表、省工商联副主席、盐津铺子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
建议， 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
用，加大农产品加工业科技投入。
■特派记者 黄京 刘璋景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滞后
在调研中，张学武发现，
我国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
少，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
也不高。比如，果品加工率只
有10%，世界水平是30%；肉
类加工率只有17%， 远低于
发达国家60%的水平。 因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储
藏、保鲜、包装、分等分级和
商品化处理能力不足， 带来
每年产后损失约3000亿元，
相 当 于1.5亿 亩耕 地的 投 入
和 产 出 白 白 被 浪 费 掉 。“从
国际对比看， 现代农业强国
无一不是农产品加工强国。

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
的2%，从事加工流通等行业的
人口却占到20%，农产品加工
转 化 率 超 过 85% 。 以 玉 米 为
例， 其加工产品多达3500种，
我国仅有200多种。”
据测算， 通过精深加工可
以使粮油薯增值2倍至4倍，畜
牧水产品增值3倍至4倍， 果品
蔬菜增值5倍至10倍。张学武坦
言， 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转
型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 科技
创新能力不足。 体现在科技研
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意识弱、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差。 企业研
发能力不足， 缺乏原创性新产
品，产品同质化价格竞争、市场
竞争愈演愈烈。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

科技创新推动发展
作为休闲食品自主制造
企业的负责人，张学武认为首
先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
用， 调整国家在农业产前、产
中、 产后的科研投入比例，加
大农产品加工业科技投入。
同时， 要支持农产品精深
加工龙头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创建国家级技术中心。健全
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资助机制，支
持具有科技人才、科技投入和研
发设施完备的优势的龙头企业
设立高水平研发机构，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
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加大游戏产业管控
“面部识别”防青少年沉迷

“

“
六年前，我们
防学生翻墙出去上
网吧；现在，我们防
学生沉迷手机游
戏 。” 全国人大代
表、 广西崇左市高
级中学英语老师黄
花春首次上会，带
来了当下很多家
长、 教师的迫切愿
望： 加大游戏产业
管控， 更好地保护
青少年成长。

从教18年的黄花春近些年
开始为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而
担忧。 有的学生熬夜玩手机游
戏，白天上课昏昏欲睡；一到课
余时间，就有学生组队玩《王者
荣耀》《荒野行动》等游戏。这些
现象在小学、 初中和高中都普
遍存在。
黄花春表示， 她在与孩子
们 交 流时 发现 ，“限 时”“实 名
制” 等手段并不能很好地规范
学生玩手机游戏的行为。“许多
小学生都表示， 哪怕每种游戏
被限定只能玩2个小时，每天换
5种游戏， 一样能玩10个小时。
更有学生说， 随便拿父母的身
份证号注册， 玩多久都不会有
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

荣兴盛， 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
的磅礴精神力量。 黄花春感到
着急， 一些游戏在设计中毫无
顾忌地充斥着拜金主义、色情、
暴力等内容， 易使青少年产生
认知混乱、道德偏差，甚至诱发
犯罪行为。
黄花春建议， 主管部门要
明确和落实游戏企业主体责
任，在游戏上线前，应出具未成
年人保护评估和适龄提示，游
戏上线后， 可采用面部识别等
技术， 切实防止青少年沉迷其
中； 加强对网游产品上市的审
批管理， 推动建立网游企业诚
信系统， 对不诚信的网游企业
进行曝光； 对游戏软件推广和
营销手段进行限制， 避免对青
少年不当的诱惑。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