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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提纲

Ø 第一讲，产业经济学
Ø 第二讲，核能产业经济学

以核能经济与管理为讲学主线



课程特色

Ø 概念、定义

Ø 方法论,主流研究

Ø 实证、案例





第一讲

产业经济学



第一讲提纲

Ø产业经济

Ø方法论、主流研究

Ø实证



经济学理论中，产业主要指经济社会的物质生
产部门，农业，工业等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狭义产业和广义产
业组成的产业系统

产业经济学，介乎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之间的中观经济领域；

产业经济学





绿色产业

① 国际绿联（IGIU）：如果产业在生产过程中
，基于环保考虑，借助科技，以绿色生产机
制力求在资源使用上节约以及污染减少的产
业，即可称其为绿色产业。

② 狭义绿色产业:清洁生产技术、回收再生资源
以创造生态化、开创具新兴与策略性之环保
技术、可再生能源产品与系统制造

③ 广义绿色产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服务
业、旅游业、其他



核能产业经济

核能产业：核电站、核燃料、核设备
服务行业、金融行业

核能产业经济学： 研究对象是核能产业内部
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产业本身的发
展规律、产业与产业之间互动联系的规律以及产
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等。



第一讲提纲

Ø产业经济

Ø方法论、主流研究

Ø实证



产业经济的研究方法

Ø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Ø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

Ø统计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Ø博弈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

Ø……



实证分析

不可知性、主观性



Ø规范方法（formal methods）

支持者主要强调管理研究
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反对者则强调管理理论与
管理实践的结合，以及管理理
论的情境依赖特性。

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仿真
（simulation）和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方法

强调论证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从概念、命题到理
论的逻辑一致性。



静态分析 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
以及有关的经济变量达到均衡状态
所具备的条件,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
具体的变化过程。

动态分析 对经济变动的实际过程所
进行的分析，其中包括分析有关变
量在一定时间过程中的变动，经济
变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统计分析法就是运用数学方式
，建立数学模型，对通过调查获
取的有关领导者的各种数据及资
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形成定
量的结论。

根据调查资料，辽宁省硼砂
用水统计数据

指数拟合公式为：
y = 48.101e − 0.0237X

r=0.91

•Data Mining



比较分析法是指将实际达到的
数据同特定的各种标准相比较，从
数量上确定其差异，并进行差异分
析或趋势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

Ø绝对数比较
Ø相对数比较

•类比
•比例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
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
方法。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优化策略。

•智猪博弈（Pigs’payoffs）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罗·萨
缪尔逊如是说：要想在现代社会
做个有价值的人,你就必须对博
弈论有个大致的了解。

核能、煤碳、石油、风力



结构分析法是指对经济
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及其对比
关系匀规律的分析。

总体构成的特征。2002年天津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
占4.1%，第二产业占48.8%，第三产业占47.1%。

总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某地区近五年来高新技术
产品比重第一年占20%，第三年占32%，第五年占51%。

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某市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的企业占
15%，每万元商品销售额中的流通费为6.0元，而300万元以下的
企业占85%流通费用率为8.5-11.2元。

•产业结构升级
•能源机构升级



方法论评价

Ø结合实际情况，前提假设要慎重考虑

Ø尝试性分析，寻找最优解答

Ø通过分析，得到结果，支持政策决议

Ø定性方法比较感性，定量方法更规范

Ø核能利用，收集数据相对困难



产业经济的研究内容

& 产业结构

& 产业关联

& 产业组织

& 产业政策

& …………



产业结构

配弟-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即随着人均
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
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
的分布状况为第一次产业将减少，第二、三次产业
将增加。

克拉克
第一次产业
第二次产业
第三次产业

马克思
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生产要素
劳动集约型
资本集约型
技术集约型

发展阶段
新兴产业
支柱产业
衰退产业



•水珠为何是圆形的？
•核电站设计
•产业关联
•桃花江核电站



主导产业：一般是指在产业结构系统中处于带头
地位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
产业结构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选择指标
1. 需求收入弹性
2. 技术进步
3. 关联度



湖南以钢铁为主导产业的理论分析和发展战略，硕士毕业
论文。从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两方面的比较来论证湖南以钢铁
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可能性，提出了湖南钢铁产业发展战略。

湖南省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发展对策研究，硕士毕业论文。
综合分析,共选出了六种产业作为湖南省发展的主导产业。

•2009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12930.69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1969.67亿元，增长5.0%；第二产业增加值5682.19亿元，
增长18.9%；第三产业增加值5278.83亿元，增长11.0%。按常
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226元，增长13.1%。





幼小(稚)产业的扶植学说

1.需要扶持的产业
2.扶植政策
3.我国设计产业扶植政策的原则
Ø明确重点扶植的产品及产业
Ø以资金扶植为主要扶植手段
Ø政策扶植和产业合理化并行
Ø以技术进步为主要突破口

产业衰退

社会振兴费用学说
先行者利益学说
边际技术开发学说



产业关联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产业关联是指在
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
济联系。

Ø前向关联关系
Ø后向关联关系
Ø环向关联关系

核能产业经济结构



投入产出表(部门联系平衡表)：

以产品部门分类为基础的棋盘式平衡表，反映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投入和产出、投入的来源和产出的去向，以及部门与部门之
间相互提供、相互消耗产品的错综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



投入产出核算
反映现各个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直接的、较为明显的

经济技术联系，
揭示出各部门之间间接的、较为隐蔽的、甚至被人

忽视的经济技术联系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
产业布局

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成本学派理论
市场学派理论
成本—市场学派理论
优化理论

增长极理论
点轴理论
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



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

1.自然因素
2.社会因素
3.经济因素
4.技术条件

计划机制

市场机制



中国产业布局机制的重塑
产业布局主体以企业为主
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
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产业布局政策的类型
区域产业扶持政策
区域产业调整政策
区域产业保护政策
区域产业组织政策

北京市延庆县



中国地区产业布局的
新特点

1. 逐步形成了一批新的产业
聚集化地区

2. 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布局
战略性西移

3. “三线”企业调整、改造
基本完成

4. 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
成



技术进步

狭义：指生产领域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工艺流程、操作
方法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的改进更新和发展

广义：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微观与宏观层面上组织管
理技术（如管理方法、决策方法、计划方法、组织方法、推销
方法、流通方法等）的改进与提高、发展和完善。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

1. 技术进步不断开拓出新的部门和行业
2. 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3. 技术进步的结果造成就业结构的变化
4. 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组织的变化，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
5. 技术进步引起生产体系、管理体制的变革
6. 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7. 技术进步、高技术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的国际化



第一讲提纲

Ø产业经济

Ø方法论、主流研究

Ø实证



•中国国内相关产业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论文

•中国宏观政策调控下的核电产业园建设

•、、、、、、





第二讲

核能产业经济学







第二讲提纲

我国核电发展现状研究

提高核心能力，建设先进核工业

核能利用及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u2008年新开工建设了辽宁红沿河2号机
组、宁德核电厂、福清核电厂、阳江核
电厂和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方家山核
电工程），使目前在建核电机组11台计
装机容量1102千瓦。

u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大陆共有运行
核电机组11台；已核准新核电机组22
台计2290万千瓦；同意开展前期工作
的新核电机组29台计2920万千瓦。

我国核电发展概况•1



统计方法



核电机组数量统计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秦山核电厂 2004 27.17 25.65

2005 23.55 21.95

2006 24.83 23.10

2007 22.17 20.63

2008 26.24 24.31

广东大亚湾核电厂 2004 139.00 133.11

2005 154.51 148.47

2006 155.15 148.58

2007 154.41 147.75

2008 160.81 154.30

秦山第二核电厂 2004 87.37 81.60

2005 101.32 94.66

2006 82.85 77.29

2007 89.50 83.20

2008 99.58 93.13

•

动
态
分
析

•

规
范
方
法



广东岭澳核电厂 2004 145.81 140.01

2005 150.25 144.37

2006 156.99 150.62

2007 147.40 141.23

2008 152.44 146.20

秦山第三核电厂 2004 105.32 97.64

2005 101.24 93.87

2006 114.58 106.16

2007 115.41 106.96

2008 112.38 104.12

田湾核电厂 2006 14.06 12.34

2007 100.18 92.85

2008 140.75 131.19



项目单位
单位名称

发电
量

上网电
量

机组能
力

机组负
荷

非计
划停
堆

运行事件

0级 1级

秦山核电厂 26.24 24.31 95.55 96.36 1 3 0

广东大亚
湾核电厂

1号机组 160.81 154.30 99.79 99.61 0 0 0

2号机组 86.25 86.44 1 1 0

秦山第二
核电厂

1号机组 99.58 93.13 85.35 87.41 0 2 0

2号机组 85.21 87.00 1 3 0

广东岭澳
核电厂

1号机组 152.44 146.20 92.11 90.72 0 1 0

2号机组 85.24 84.57 0 1 0

秦山第三
核电厂

1号机组 112.38 104.12 91.21 93.52 0 1 0

2号机组 87.32 89.43 0 3 0

江苏田湾
核电厂

1号机组 140.75 131.19 70.97 74.76 1 1 0

2号机组 81.20 85.47 0 1 0

2008年在役核电厂运行情况



2008年在役核电厂WANO性能指标

与世界核电营运者协会（WANO）公布的全世界核电厂
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WANO11类13项指标数据
相比，秦山核电厂有9项达到或超过中值水平，其中6项达到
先进值水平。

与WANO公布的全世界核电厂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
三季度，WANO11类13项指标数据相比，广东大亚湾核电厂1
号机组有12项达到或超过中值水平，其中9项达到先进值水
平；2号机组有9项达到或超过中值水平，其中7项达到先进
值水平。



机组 
性能指标 

机组 WANO中间值 WANO先进值 

机组能力因子（%） 95.55 86.40 92.10 
非计划能力损失因子（%） 2.99 1.85 0.19 
强迫损失率（%） 1.02 1.12 0.11 
电网相关损失因子（%） 0.16 0.00 0.00 
临界运行 7000 小时非计划自动停
堆次数 

0.82 0.00 0.00 

高压安注系统性能 0.0000 0.0005 0.0000 

辅助给水系统性能 0.0011 0.0002 0.0000 

安全系统 
性能 

应急交流电系统性能 0.0005 0.0018 0.0001 

燃料可靠性（Bq∕g） 0.037 1.195 0.037 
化学指标 1.00 1.00 1.00 
集体剂量（人·Sv） 0.149 0.701 0.348 
工业安全事故率 0.00 0.03 0.00 
承包商工业安全事故率 0.24 0.25 0.00 
 
 
 
 

秦山核电厂2008年WANO性能指标



机组 
 
性能指标 

1号机组 
 

2号机组 WANO 中间

值 
WANO先进值 

机组能力因子（%） 99.79 86.25 86.40 92.10 
非计划能力损失因子（%） 0.19 4.73 1.85 0.19 
强迫损失率（%） 0.19 5.20 1.12 0.11 
电网相关损失因子（%） 0.05 0.00 0.00 0.00 
临界运行 7000 小时非计划自
动停堆次数 

0.00 0.91 0.00 0.00 

高压安注系统

性能 
0.0000 0.0000 0.0005 0.0000 

辅助给水系统

性能 
0.0000 0.0000 0.0002 0.0000 

安全系统 
性能 

应急交流电系

统性能 
0.0001 0.0018 0.0001 

燃料可靠性（Bq∕g） 0.037 0.037 1.195 0.037 
化学指标 1.00 1.00 1.00 1.00 
集体剂量（人·Sv） 0.413 0.413 0.701 0.348 
工业安全事故率 0.00 0.03 0.00 
承包商工业安全事故率 0.00 0.25 0.00 
 

广东大亚湾核电厂2008年WANO性能指标



第二讲提纲

我国核电发展现状研究

提高核心能力，建设先进核工业

核能利用及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010年我国能源工作做好十大重点

◆ 加强能源战略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

◆ 继续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

◆ 加快转变煤炭工业发展方式

◆ 加快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

◆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 扩大能源国际务实合作

◆ 推动能源行业科技装备进步和节能工作

◆ 加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能源建设

◆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和重大问题研究

◆ 加强能源预测预警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

局长张国宝全面总结了2009年能源工作，部署了

2010年能源工作十大重点。

提出了2010年我国能源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约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3.6％。争取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比上年提高0.5个

百分点左右。



一、加强能源战略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

Ø 要开展重大问题研究，编制2020年能源发

展总体规划。

预测分析 动态分析 比例分析 产业政策

Ø 非化石能源占发能源消费总量15％左右的目标。到2020年水电

装机达到3亿千瓦以上，核电投运装机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风

电、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1.5亿吨标准煤以上。

Ø 如果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水电、核电、风电及太阳能的发

展力度还要更大。要编制“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



二、继续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

1. 当前，我国电源结构仍以火电为主。

2. 为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在科

学预测经济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电力建

设规模，留足可再生能源电力和核电发展的空间，合理

把握火电核准规模和建设节奏。

产业结构 比较分析 预测分析



三、加快转变煤炭工业发展方式

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快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继

续加大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气抽采利用，稳妥发展煤制燃

料产业。

•2008年

产业政策
比较分析
预测分析



四、加快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

要加大国内石油资源勘探

开发，积极开发利用境外石油

资源，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

推进大型炼化基地建设。

产业政策
比较分析
预测分析



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实现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左右的目标，必须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目前，水电、核电、风电在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

具备大力发展的条件。 要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



其他工作



第二讲提纲

我国核电发展现状研究

提高核心能力，建设先进核工业

核能利用及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背景

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

高端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核能技术是新能源产业中的重要构成

部分。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
表示，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15％左右。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承诺，到2020年单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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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利用及产业发展：以核能利用为核心，涉及铀矿开采提纯、核

技术应用、核电站建设、核电装备制造以及核泛燃料后处理等多环节，进而形

成一个融新能源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特点为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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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已经明确将先进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
•信息产业、航天航空等七大产业已纳入重点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中，从而
•为本项目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性。

湖南省政协十才届三次会议，省长周强
指出，民建湖南省委《应对全球经济发
展趋势，强化节能减排工作，促进湖南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切合实际。节能
减排是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
内容

桃江核电站动工兴建， 揭开了湖南核
能利用的新篇章。

湖南省境内探明的铀矿床有59个，总储
量占全国已探明铀矿储量的1／4以上。
在湘有20多家从事核工业的企业



•地区的发
展战略

•产业升级
•经济结构转
型

研究意义

•意义一 •意义二 •意义三

•国家能源
发展战略规
划

•国家中部
崛起的发展
战略



•核电站建设

•核电装备制造

•核燃料循环利用

• 发展核能利用的必要性

• 发展核能利用的可行性

•时间空维

•空间维度

•产业结构

•产业关联

•产业布局

•产业政策

•其他相关

•战略规划，政策建议



目标
Ø 从能源需要预测角度，论证核能利用及其产业在地区发
展的必要性；

Ø 从产业关联性分析角度，论证核能利用及其产业在地区发
展的可行性；

Ø 制定以核电站建设、核电装备制造业和核燃料循环利用为
核心的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Ø 地区核能利用相关产业群的战略发展思路和发展原则，
地区核能利用相关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具体措施。



研究思路



必要性、可行性论证

Ø 时间序列组合预测模型：
• ARMA预测模型

• 基于时间序列相似性查找的预测方法
• 神经网络预测方法
• 权重确定，预测模型的方差

Ø 产业经济学角度，关联产业的发展
• 湖南省子区域（市、县）的各方面经济指标
数据

• 统计方法、对比方法



战略研究

Ø 研究在开展核能利用的途径，及实施规划。
Ø 湖南地区的实情对核能利用事业进行全全面布局

• 从时空维度
• 从产业（企业级别）维度
• 拟定产业发展策略（业布局、政策）



案列分析

湖南核电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

（部分研究成果介绍）



发展战略基本构想

•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
展战略

•重点
•任务

•战略
•目标

•指导
•思想

•发展
•原则



指导思想
Ø 紧握我国核电建设快速发展的契机

Ø 以现有的湖南核工业为基础

Ø 立足核燃料循环利用

Ø 以湖南核电站建设项目为中心

Ø 以打造湖南核电装备制造业为重点

Ø 积极引进市场潜力好的相关核企业

Ø 进一步地完善和丰富湖南核电产业链

Ø 努力创建国家级核工业园

Ø 加速湖南新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进度。



•集中力量
解决制约
核科技和
产业发展
的瓶颈问
题

•自主创新
能力
•集成创新
能力
•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
新能力

•安全
第一 •优势

集聚
•自主
创新

•放射性

•安全第一

发展原则

•引进培
育并重

•引进国内
外竞争优
势明显的
•大力度培
育拥有竞
争潜力的



•主变压器
•核泵
•核阀门
•核电缆
•核管道

•自主创新
能力
•集成创新
能力
•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
新能力

•核电站
建设与
布局

•装备
制造业

•核燃
料循环
产业链

•桃花江

•小墨山

•衡阳

战略目标

•引进培
育并重

•铀的采矿
和加工提纯
•化学转化
•同位素浓
缩
•燃料元件
制造



•消除跨地
区、跨部
门联合投
资核电的
各种障碍

•基础设施
和交通服
务
•政务管理
服务
•建设与运
营环境

•核电安
全保障
体系

•多元
化合作

•建设
环境

•安全第一
原则

•完善核电
安全保障体
系

重点任务

•其他

•装备制造
•核燃料



《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我国核电已
形成规模化批量化发展格局。”

•核能产业
经济

•动态

•比较

•预测

•关联



研究报告总结

1.以经济学理论展开分析，形成战略研究报告

2.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3.统计分析、类比方法大量被应用

4.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并行



核能产业经济

1. 采用区域经济学理论
2. 分析了地区的经济现状（优势和劣势）
3. 然后结合地区的实情对核能利用事业进
行全全面布局

4. 从时空维度（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同
时展开

5. 制定了具体的产业布局策略



产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