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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电 源 学 会 
 中源函〔2018〕121 号   

关于征订《中国电源行业年鉴（2018）》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总结和梳理中国电源行业情况；为相关企业及社会各界

及时了解电源行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电源行业发展趋势提供

相关资料信息及数据；为行业科研、生产、采购和应用提供指导

和参考，中国电源学会从 2012 年起开始编辑和出版《中国电源

行业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在业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已成为中国电源行业较为准确和权威的资料性工具书。 

一、内容介绍 

本年度《年鉴（2018）》于 2018 年 9月出版，全书正文共 807

页，208 万字，内容分为：政策法规、宏观经济动态、电源行业

发展报告、电源行业要闻、科研与成果、电源标准、会员企业简

介、电源重要工程案例及相关产品介绍，共八篇。前三篇主要介

绍了与电源行业相关领域的政策法规、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运行

情况，为行业发展和各单位的决策提供指导和参考；后五篇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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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介绍了上年度电源行业的发展状况。 

二、出版发行 

《年鉴(2018)》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现面向各有关

单位开展征订工作。请有意订购的企业或个人填写附件的征订回

执，电邮至中国电源学会秘书处。 

三、发行定价 

1.全国统一定价（免邮资）：298 元/本； 

2.通过中国电源学会直接订购可享受 9 折优惠； 

3.中国电源学会会员订购享受 6 折优惠； 

4.中国电源学会团体会员：会员单位免费获赠 1 本，理事、

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单位免费获赠 2本，如想订购更多，则按中

国电源学会会员价格进行订购。 

四、联系方式 

中国电源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 467 号大通大厦 16层  邮编：

300110 

电话：022-27686707、022-27686709 

传真：022-27687886 

联系人：胡珺、崔凌云                  

E-mail：hujun@cpss.org.cn, cuilingyun@cp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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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电源行业年鉴（2018）》征订表 

2. 《中国电源行业年鉴（2018）》目录 

 

 

中国电源学会 

2019 年 9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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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电源行业年鉴（2018 年）》征订表 

请将此表连同汇款凭证 E-mail 至 cuilingyun@cpss.org.cn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手    机  E-mail  

电    话  传    真  

邮寄地址  

订购数量         本 备 注  

全国统一定价（免邮资）：298 元/本 

注： 

1.通过中国电源学会直接订购可享受九折优惠； 

2.中国电源学会团体会员单位根据会员级别可免费获得相

应数量的行业年鉴，超出数量订购可享受 6 折优惠。 

咨询电话：022-27686707、022-27686709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黄河道支行 

户    名：中国电源学会 

帐    号：0302070509026564548 

汇款用途请注明“订购年鉴”+ 订购数量。汇款后请保存汇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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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电源行业年鉴(2018)》目录 

第一篇 政策法规 

1. 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国务院办公厅） 

2.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国务院） 

3.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7 年）（工业和信息化

部） 

4. 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

导意见（国务院） 

5. 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 

6. 太阳能光伏产业综合标准化技术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 

7. 光伏发电专项监管工作方案（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8. 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 科学技术部 等） 

9. 推进并网型微电网建设试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能源局） 

10.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科技部） 

11.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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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等） 

12.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务院） 

13.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14.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管理实施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 

1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业

和信息化部） 

16.信息产业发展指南（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17.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工业和信息

化部） 

18.“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务院） 

19. 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第二篇 宏观经济及相关行业运行情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节选) 

2. 2017 年按经济类型分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3. 2017 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4. 2017 年股份制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5. 2017 年私营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6. 2016 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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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7 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8. 2017 年能源主要产品产量 

9.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0. 2017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1. 2017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12. 2017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13. 2017 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14. 2017 年我国光伏产业运行情况 

15. 2017 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 

16. 2017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第三篇 电源行业发展报告及综述 

中国电源技术研究发展情况 

数据中心不间断供电技术综述 

2017 年中国 UPS 市场研究报告 

中国光伏逆变器行业发展报告 

电源上市公司 2017 年年报统计 

2017 年电源及相关配套上市企业情况介绍 

第四篇 电源行业新闻 

学会动态 

行业要闻 

企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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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科研与成果 

第四届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电源及相关领域获奖成果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电源及相关领域立项项目 

2017 年中国电源及相关领域授权专利情况分析 

电源相关科研团队介绍（按照团队名称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电源相关企业科研团队介绍（按照中国电源学会会员单位级

别、同级别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电源相关科研项目介绍（按照项目名称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括号内为第一完成单位） 

第六篇 电源标准 

中国电源学会团体标准 2016－2017 年度工作综述 

中国电源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中国电源学会首批团体标准简介 

2017 年终止和新实施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标准 

第七篇 主要电源企业简介(同类企业按单位名称汉语拼音

字母顺序排列) 

副理事长单位（7） 

常务理事单位（24） 

理事单位（56） 

会员单位（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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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产品索引 

第八篇 电源重要工程案例及相关产品 

2017 年电源重点工程项目应用案例 

2017 年主要应用市场电源产品目录 

2017 年代表性电源产品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