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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博览
会：成功的一周
在迪拜2020年世界博览会期间成功
举办了Rosatom主题周（俄罗斯国家
原子能公司主题周）。Rosatom安排
了一系列活动。这里的“成功”并不是
套话，而是有成果支撑的：Rusatom 
Overseas（俄罗斯原子能海外公司）
与伙伴公司签署了四份低功率核电站
协议。此外，Rosatom举行了涉及新
型材料和风电的会议，安排了俄罗斯
核电站的虚拟游览活动，介绍了俄罗
斯在数字化领域的成就以及北极海上
航线带来的机遇。详情如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ВЭЛ, ENUSA, ENSA и IDOM подписывают меморандум

低功率核电站

对Rosatom来说，低功率核电站是国内外市
场的关键项目之一。自2019年12月起，俄罗斯
楚科奇地区便运营着世界唯一的浮动式低功
率核电站——罗蒙诺索夫院士浮动核能发电
厂。目前已签署相关文件，启动了各配备两个
RITM-200反应堆的四座浮动发电机组的建
设项目，为拜姆卡采矿选矿联合企业供电。拜
姆卡是大型采矿项目，也位于楚科奇半岛。此
外，在俄罗斯雅库特地区开始建设基于RITM-
200N的地面低功率核电站。该核电站将为负
责丘丘斯金矿开发的企业以及周围乡村供电。

低功率核电站日，Rosatom和具有开发丘丘
斯金矿证书的俄罗斯Seligdar金矿开采公司
签署了供电协议和低功率核电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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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块增加核电站功率。最终将为发展生
产和基础设施提供更多机会。

总体来说，Rosatom正与十多个国家谈判低
功率核电站项目。旗舰项目为容量为105-107
兆瓦的RITM-200反应堆双堆核电站（浮动式
和地面式）。但其实方案范围很广，买家可以
选择容量为1-2兆瓦的小微反应堆和容量为
300兆瓦的大型核电站。

复合材料

除了低功率核电站日以外，Rosatom还举行
了以复合材料为主题的会议。Faber Indus-
trie SpA公司销售总监卢卡·布列尔说，利用
复合材料制作的碳素纤维增强气罐比金属气
罐坚固，但重量仅相当于后者的四分之一到
三分之一，因此最适合运输氢。但为了推动复
合材料气罐的广泛使用，价格还需要进一步
下降：从今天的20-22欧元/公斤到13欧元/公
斤。

复合材料正在稳步进入交通市场，它能减少
所需零部件的数量，提升结构的硬度和牢固
性，最重要的是减低产品重量。产品越轻，燃
料消耗越小，因此用复合材料制作的交通工
具更经济、更环保。俄罗斯复合材料生产全产
业链公司Umatex（Rosatom旗下公司）的产
品被用于本国全新的MC-21-300中程支线客
机的外翼、机械化部件和尾翼制造。此外，意
大利的交通工具生产者已经使用Umatex复
合材料若干年。Umatex混合碳纤维织物获得
了证书，被Salorenzo公司驻马萨市和阿梅利
亚市的造船厂用来制造游艇。预浸材料则用
于生产汽车和摩托车部件。

风电

NovaWind（Rosatom风力发电部门）在俄罗
斯境内积累了丰富经验，目前正在国际市场
上推动其出口。在俄罗斯境内，NovaWind已
经投产了6座风力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7吉

此外，Rosatom和亚美尼亚核电站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意在研究合作在亚
美尼亚境内建设俄罗斯设计的发电机组的可
能性。出席仪式的亚美尼亚核电站总经理爱
德华·马尔季罗相说：“亚美尼亚核电站生产
国家电能的40%左右，自1977起，它一直是
稳定的环保电源。亚美尼亚核电站运营周期
结束后，我们希望在我国的电能供应中继续
保有核能，因此优先考虑的是俄罗斯现代化
的核电技术——全球领先核电人技术。”

Rosatom也与吉尔吉斯坦签署了涉及低功率
核电站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明确
了吉尔吉斯斯坦很有兴趣发展合作，希望在
国内建设RITM-200N低功率核电站。谅解备
忘录也写到会协助吉尔吉斯斯坦发展其核能
基础设施，共同提升民用核能各个领域中的
科技人员的职业素质。

Rosatom与菲律宾签署了联合计划和技术任
务书，以展开低功率核电站项目的初步可行
性研究。这是朝着建设低功率核电站方向迈
出的第二步。2019年，双方便签署了可行性
研究谅解备忘录。

Seligdar董事长谢尔盖·雷若夫介绍核能较
之于其他电能的优势。第一、供电稳定，不受
天气影响。第二、电能价格。在雅库特电价一
直很高，因为不得不进口柴油等发电原料，而
把任何货物送到俄罗斯北极地区都需要高昂
运费。第三、矿产地开发整个过程中能够保证
电能价格稳定。第四、碳足迹很少。第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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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公司目前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谈判。
第二大方向为巴尔干半岛国家。NovaWind
也关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乌
兹别克斯坦市场

数字解决方案

Rosatom继续发展其能力，推出核电站建造
数字化监督、复杂系统数学模型、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方面的产品。其中，Rosatom在网络
安全方面与已经取得显著成功的技术公司合
作，推出避免国家遭遇不可承受威胁（如交通
崩溃、停电、医疗信息泄露）的解决方案。

根据俄罗斯联邦央行的信息，俄罗斯IT解决
方案的出口总量增加，2021年超过了60亿美
金。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
部副部长马克西姆·帕尔申提到相关统计数
据时说，总量应该更多：大约翻一倍。“俄罗
斯国家软件清单中包含近1.3万个软件，其
中许多产品的确具有竞争力，能在全球范围
内高效使用。我们需要与伙伴公司（尤其是
Rosatom）在全球市场上推动俄罗斯可以提
出的解决方案。”

虚拟游览

Rosenergoatom联合企业（俄罗斯原子能工
业公司Rosatom旗下企业）在迪拜世博会上
安排了一系列虚拟游览活动，让人访问别洛

亚尔斯科耶核电站、新沃罗涅日核电站、罗
蒙诺索夫院士浮动核能发电厂。参与者很走
运：不仅有机会沿传统游览路线参观，也“光
临”了限入区，观看VVER-1200水-水高能反
应堆、BN-800快中子反应堆的大厅内部、全
球唯一处于使用当中的浮动核能发电厂的厂
房。

有关北极海上航线发展和Rosatom主题周项
目推介会的情况请阅读本期另一条文章。 

返回部分开头

NOVAWIND是囊括ROSATOM旗下所有
风电资产的公司，负责落实《风电》方向
上的战略。

UMATEX是俄罗斯最大碳素纤维和相关
产品的生产公司，由若干俄罗斯企业和
驻中国、捷克的贸易代表处组成。

RUSATOM OVERSEAS（俄罗斯原子能海
外公司，ROSATOM旗下公司）负责在外
国市场上推广核电站和和核科学技术中
心建设方面的综合解决方案。RUSATOM 
OVERSEAS作为订单国和ROSATOM旗下
企业之间的联络人，不断拓展国际伙伴
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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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上航线的保
护者
在Rosatom（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
司）的所有部门中，有必要强调北极海
上航线管理局的重要性。该部门开发
北极海上航线——高纬度的欧亚货运
航线。北极海上航线是减少海上货运
危险所不可或缺的，为发货方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

协助之捷径

Rosatom负责人相信，把部分货运转而通过
北极海上航线运输将提升全球贸易系统的稳
定性。2021年上半年，几大因素（2月中国港

口的检疫限制以及3月的苏伊士运河事故）同
时叠加，更凸显了在传统航线基础上发展新
的海上航线的必要性。

Rosatom第一副总经理兼发展和国际商务
部经理基里尔·科马罗夫在2020年世界博览
会《供应链韧性：北极海上航线作为经济走
廊为全球贸易提供全新机遇》的会议上发言
时指出，最近两年内海上供应链发展速度比
最近20年更快：“We have to understand 
threats this creates and possibilities be-
cause a sea logistic chain was considered 
before as just a normal cost – you have to 
transfer goods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and just need to pay for it. Now it began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tomorrow we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of logistics and selection of 
the correct solution could affect th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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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理事会执行总经理兼创始人保罗·
霍特休斯说，“What the northern route 
needs to do is to target appropriate cus-
tomers, target appropriate types of prod-
ucts to ensure that in the end of the way 
the value chains are taking full advan-
tages of the benefits this route obviously 
has。”（“北方航线需要锚定合适客户，锚定合
适的货物种类，以保证价值链最终全面覆盖
该航线明显具备的优势。”）

北极海上航线吸引更多的国际公司。2021
年，包括75艘外国船只在内的86艘舰船通
过北极海上航线，共运输了逾200万吨货
物。2020年的运输量为130万吨。

北极海上航线变得更易通行

为了提高北极海上航线对发货者的吸引力，
北极海上航线管理局正在组织实现全年安
全通航：采购新破冰船、优化导航、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新货运终端，组织未来的集装箱运
输。

北极海上航线通航时段得到扩展。例如，2021
年1-2月，“克里斯多福·德·马热里号”液化气
运输船首次向东通过了北极海上航线。此前，
在这个时段从未沿着北极海上航线运输液化
天然气，输送至中国时必须经过更长的路途，
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通过北极
海上航线的货运速度要快三分之一，因此他
们决定尝试北极海上航线。向东的货运没有
引导船陪同，返回时，“胜利50周年号”破冰船
为“克里斯多福·德·马热里号”液化气运输船
开路。两次航行都取得了成功。

2021-2022年冬春通航季期间，北极海上航
线东区引导的经验进一步丰富。2021年12月
中旬，“北极号”破冰船（22220型首舰）把船
队送至佩韦克市。2022年1-2月，“北极号”继
续在北极海上航线东区航行，为俄罗斯北部
港口的船只提供往返太平洋的引导服务。此
前，北极海上航线东区通航11月便结束了。

significantly。”（“我们需要了解因此出现的
创新和机会。过去海上物流链以价格评估：需
要把货物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只需
付钱。目前我们考虑物流的危机管理问题。未
来我们将意识到高水平物流管理和正确解决
方案的选择可以显著影响价格。”）

Rosatom负责人清楚，北极海上航线不是苏
伊士运河的竞争者或替代选项，而是具有自
己利基、机遇和优势的路线。市场上的其它
公司对此也认同。DP World副首席财务官助
理拉吉·吉·辛格·瓦利亚在会议上说，“We 
see the Northern transit corridor as being 
a very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South-
ern transit corridor in terms of servicing 
the Asia-Europe trade route. And as DP 
World, we play a major part in the South-
ern trade route and globally through our 
ports in India, Africa, as well as Saudi 
Arabia. And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e a dominant player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 Rosatom in the Northern transit 
corridor。”（“我们把北极货运走廊看作很有
价值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补充南方货运航
线，也可以服务亚欧贸易路线。DP World在
南方贸易航线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我们在
印度、非洲和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发挥全球性
影响。我们很希望与我方伙伴Rosatom共同
成为北极货运走廊的主导公司。”）该公司去
年7月与Rosatom签署了北极海上航线集装
箱运输试运营发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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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2030年会实现北极海上航线的全年
通航。

1月末，破冰船船队增加了“西伯利亚号”破
冰船。这是第一艘22220型破冰船。升旗仪式
后，破冰船立即前往叶尼塞湾，完成第一次工
作航行，并在2月1日结束任务

Rosatom将在最近四年内再获得三艘22220
型破冰船。预计“乌拉尔号”今年末前交付，“
雅库特号”2024年交付，“楚科奇号”2026年。
所有破冰船由“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造船
工作按计划进行。此外，“恒星”造船厂在建
造“俄罗斯号”破冰船（15010型“首领”系列）
，计划2027年交付运行。

北极海上航线管理局对北极海上航线水域展
开研究，以增加推荐航道的数量。去年，俄方
完成了4.15万公里的海底地形摄影，安装了
带有自动识别系统的浮标。此外，北极海上航
线统一数字服务平台正在打造中。平台将引
入数字系统和数据库，保证导航安全以及北
极海上航线服务船队的调度管理。

为了组织集装箱运输，将在本地区兴建新的
货运终端。例如，FESCO董事长安德烈·谢韦

里洛夫在2020年迪拜世界博览会上说，FES-
CO与Rosatom共同建设的货运终端将于
2025年以前准备就绪。项目包括码头和货物
装卸平台。终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洋商
港。所需证书已经办好，目前正在进行设计布
局工作。计划在北极海上航线西部的科拉湾
西岸建设公共交通枢纽站。Rosatom特别代
表弗拉基米尔·帕诺夫与摩尔曼斯克州州长
安德烈·奇比斯会见时说：“将自2025年起启
动国际运输项目的一期工程。项目西端位于
摩尔曼斯克州，在摩尔曼斯克市附近。” 

返回部分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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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生命可
承受之轻
今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布全
新专栏：《Rosatom大队》！专栏介绍
Rosatom（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最重要的单位、其工作现况以及最值
得关注的研发成果。《具有前景的材料
和技术》板块推出Umatex品牌复合
材料，为新专栏打头阵！

Umatex公司是该板块的核心，Umatex公司
旗下的企业专门生产碳纤维和碳纤维制品。

航空项目

参与制造MC-21-300全新中程客机是公司
的主要业绩之一。Umatex复合材料用于制

作长17.5米的外翼、中翼、机械化部件和尾
翼。2021年12月25日，飞机进行首飞，一切正
常。出席活动的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长
丹尼斯·曼图罗夫说，已为两架飞机制造复合
机翼，第三套正在生产中。MC-21-300中程客
机可容纳163-211名乘客。客机认证程序即将
结束，计划2022年开始供应，俄罗斯国家航
空将成为全新飞机的首个营运者。

Umatex取得的成果让俄罗斯无需依赖进
口。2021年11月，Umatex在鞑靼斯坦共和国
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内正式设立聚丙烯腈原丝
生产厂。聚丙烯腈原丝是生产聚丙烯腈基碳
纤维的原料，此前必须从中国进口。Umatex
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秋宁出席《复合材料无
界线》论坛时指出，“早在2015-2016年，俄罗
斯消费炭材料中进口材料占80%以上。如今，
碳纤维、碳纤维布和基于碳纤维的预浸材料
90%以上由俄罗斯制造。近五年来，我们建立
了全面的技术链”。新设工厂每年生产5千吨
聚丙烯腈原丝，可两个碳纤维生产基地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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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充足原料：入驻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工厂
和位于萨拉托夫州巴拉科沃市的阿尔贡有限
公司。

新设工厂装有来自意大利设备和软件。设备
供应方面没有问题，许多意大利专家因疫情
不得不远程办公，但工作推进顺利。驻俄罗斯
意大利企业家协会（GIM Unimpresa）会长
维托里奥·托尔列恩比尼在工厂开幕式说：“
我们迎来意俄友谊的又一阶段。Umatex早就
在意大利营商。比如说，我司体育摩托车配有
Umatex复合零件；Umatex把碳纤维布供给
意大利领先造船厂，碳纤维布用于制造豪华
游艇和快艇；来自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市的
一家公司为我司工厂供应设备。合作富有成
效。愿意俄友谊长存！” 

体育项目

托尔列恩比尼所提到的合作方向是设计生
产摩托车复合整流罩。复合整流罩可提高摩
托车速度和空气动力指数。2021年，配有碳
纤维强化聚合物车身套装的Umatex摩托车
首次参与英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BSB）。此
外，Кawasaki Puccetti Racing团队派赛车
手参与2021年5-7月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
举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WSBK）。

高尔夫球杆是我司另一个体育项目。Umatex
旗下的Zaryad公司生产同名品牌高尔夫球
杆，高尔夫球杆适于任何年龄（儿童、青年和
成人）和水平（职业、半职业、业余）。Zaryad
品牌高尔夫球杆出口至拉脱维亚、加拿大等
国家和地区。

建筑和机器制造业

复合材料也用于建筑，用于加固结构。比如
说，RusHydro（俄罗斯水电集团）和Rosseti（
俄罗斯电网公司）分别用FibArm碳纤维修理
埃兹米水电站和电力线电杆。在伊尔库茨克
州西伯利亚乌索利耶市清理污染时，复合榫
条可防止碳氢化合物渗进土壤。

当然，原子能产业也需要复合材料。复合材
料用于制造9+代气体离心机、可以支持达到
750米/秒转动的转子（最佳马氏体不锈钢只
可支持498米/秒）以及风力装置零件。Uma-
tex已开始研发复合气瓶，可用于运输氢气，
比金属气瓶更轻更坚固。

复合材料轻且坚固，因而更符合绿色经济观
念。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阿列克谢·
利哈切夫2021年11月出席《复合材料无界
线》论坛时强调，“复合材料不仅是好生意，也
为全球当前面临的环保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我司复合材料项目质量和各项参数完全符
合可持续发展日程要求。我司材料可使飞机
和车辆重量减少20%。这意味着可延长飞机
和车辆的行驶距离，使所出现的排放量减少
20%。这是很重要的成果。建筑产业使用复合
材料的情况下，技术供应链可节省30-40%费
用，与金属和水泥对比很明显。通过节电、节
省技术保证更好的环保效果。” 

返回部分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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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tom在2021
年的主要成绩
2021年，Rosatom（俄罗斯国家原子
能公司）不仅着力达成既定目标，也认
真推动战略计划的落实。2021年百战
百胜：境外营收提升；签署了未来的建
设项目合作协议；落实了若干项目，开
始了全新项目，意在让核能变得更绿
色更经济。欢迎了解我公司的2021年
成绩。

全球性日程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阿列克谢·利
哈切夫在评论2021年的成果时说，过去一年
的最大成果是全球更普遍地将核能视为无碳
电能的关键要素。

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2021年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格外关注核能。UNECE（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夯实了核
能产业的地位。报告指出，在所有电能产业
中，核电站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最低

（5.1-6.4克/千瓦·时。相比之下，风力电站和
光伏电站由于技术不同，分别产生的二氧化
碳当量排放量为6-147克/千瓦·时和8-122
克/千瓦·时。

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旗下成立了所
谓“维也纳集团”——世界核能市场主要玩
家参与的非正式俱乐部，“as a platform for 
dialogue on how best to address current 
global challenges through th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use of nuclear technol-
ogies and by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the 
nuclear sector”（“充当对话平台，让参与者
讨论如何通过有效、可持续性使用核技术以
及在核能产业中推动创新从而最优化处理
世界问题”）。 维也纳集团成员为核能产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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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最有影响力的13家组织，包括Rosatom。
国际原子能机构官网上发布的成立声明
说，“The Group of Vienna will meet regu-
larly to discus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nuclear field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addressing key challenges，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health。The 
Group will support the IAEA in its mission 
to accelerate and enlarge the contribu-
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ies to meeting 
environmental，social，and economic 
objectives and to improv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eople”（“维也纳团集将定期
开会，讨论核能产业的最近发展以及集团成
员对处理关键挑战克做出的贡献，涉及气候
变化和人类健康。维也纳集团将支持国际原
子能机构落实其宗旨：加速和扩展核技术对
实现环保、社会、经济目标以及提升人类健康
和福祉所作出的贡献。”）。 

主要行业

2021年，Rosenergoatom联合企业（俄罗
斯原子能工业公司，Rosatom旗下的公司）
生产了逾2224亿千瓦·时电能，在俄罗斯所
有电力公司中一骑绝尘。如果用火电站替代
Rosatom核电站生产那么多电能的，排放量
会超过1.11亿吨。

12月末，白俄罗斯核电站2号机组开始物理启
动。12月27日，该核电站宣布把163个核燃料
组件成功装入堆芯。随后将进行反应堆组装、
密封工作以及液压试验。之后，该机组将转入
热态，以最低受控功率运行。

亚美尼亚核电站人现代化改造项目已经完
成。所有建筑物和结构的坚固性都提升了一
倍以上，以提高耐震力。改进了堆芯事故的冷
却系统，维修了燃料贮存池，最值得一提的
是对反应堆容器进行了退火。2021年11月，
亚美尼亚政府通过了电能综合体发展的战略
计划，包括核能在内。亚美尼亚考虑兴建新
机组。

2021年，Rosatom集团的经营非常成功。几
个重要国际项目都已完成或取得了显著进
展。例如，在12月末，Rusatom Overseas（俄
罗斯原子能海外公司，Rosatom旗下的公司）
宣布在玻利维亚原子核研发和技术中心成功
完成了技术工艺生产线的试验。它将生产氟
代脱氧葡萄糖（FDG）。FDG用于正子断层造
影，协助早期发现癌症。在臨床前回旋辐射和
放射药物学综合体以及多功能辐射中心进行
的调试工作接近尾声。在反应堆综合体和实
验室大楼（原子核研发和技术中心三四期）进
行建筑安装。

12月，塞尔维亚政府和Rosatom国家集团签
署协议，协议涉及在该国兴建原子核科技中
心。

Rosatom参与了在法国巴黎的2021年世界
核工业展览会（WNE 2021），收获颇丰。Ro-
satom国家集团和国家集团旗下公司的高
管展开商业谈判，签署了对公司发展而言至
关重要的几份文件。如Rosatom与法国原子
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法国电力公司

（EDF）签署了意向声明，涉及在核电研发领
域发展长期合作。Rosatom与法国法马通公
司（Framatome）签署协议，将在燃料生产和
工艺流程自控系统建设方面扩大和发展长期
合作以及双方在新领域携手工作。

TVEL（俄罗斯核燃料产供集团，负责燃
料的Rosatom部门）与法国的ROB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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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罗巴泰尔工业公司）和D&S 
Groupe（D&S集团）签署了协议。

“全新”的经营方向

铀壹公司（Uranium One Holding N.V.，Ro-
satom旗下的公司）与加拿大公司Alpha 
Lithium Corporation（阿尔法锂集团）签署
协议，建立合资公司以开发阿根廷境内的
Tollilar锂项目。该协议对Rosatom国家集团
尤为重要，因为这是集团旗下的首个锂地质
勘探项目。

RENERA（俄罗斯储能业务集成公司，Rosa-
tom旗下的公司）购买了Enertech Interna-
tional Inc.（韩国恩特施国际公司）49%的股
票，这家韩国公司专业生产锂离子电池和储
能系统。RENERA以此为自己在开发电能存
储系统方面拿下一席之地。

最近10年以来，Rosatom的国外营业收入总
体增加了一倍。预计Rosatom的国外营业收
入不会低于84亿美元（准确数字稍迟会公布）
。利哈切夫强调，“这是创纪录的金额，”他也
指出，到2030年，国外订单要在Rosatom营
业收入占到50%以上（目前约为40%以上）。

Rusatom Overseas（俄罗斯原子能海外公
司）与法国Air Liquide（液气集团）和俄罗斯
伙伴公司签署了几个氢能协议。

俄罗斯电能

2021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绿色金融分类
标准》，将核能项目包含在内，与欧盟的分类
法存在差异。欧盟官员无视核能确保无碳、稳
定的电力供应（这在欧洲当前所遭遇的电能
危机期间特别重要）的客观证据，直到 2021
年岁末前仍没有把核能列入自己的《金融
分类标准》。只是在2021年12月31日，欧洲
联盟委员会给成员国发送了包括天然气和
核能在内的《Taxonomy Complementary 
Delegated Act》草案（《金融分类标准补充授
权法案》），并开始进行专家咨询。欧洲联盟委
员会计划在2022年1月末审议专家的提案并
通过相关法案。

俄罗斯联邦修改后的《2035年以前的电能项
目布局总图（2040年愿景）》规定到2035年以
前建设16个核电机组。Rosatom 在俄罗斯境
内还将建设参考机组，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
顾客了解参考机组的功能。例如俄罗斯境内
在建的拥有更优技术经济指数的VVER-TOI
机组以及BREST-300快中子反应堆。将在
BREST-300的基础上改进封闭式燃料循环工
艺并建设更安全、更环保的二元核能系统。

开始了为拜姆卡采矿选矿联合企业建设四座
小型浮动发电机组，用于供电。尽管企业位于
俄罗斯境内，但这是国际项目：最终所有者为
哈萨克斯坦的KAZ Minerals（哈萨克斯坦铜
矿开采公司）。

2021年，5座风力电站投入运行。属于Rosa-
tom的风力电站的总容量为720兆，在2022
年计划新增280兆瓦，到2024年添加1.7吉
瓦。NovaWind（Rosatom风力发电部门）计
划为机组供应商和开发商的身份跻身国际市
场，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谈判。

环保

Rosatom逐步消灭危险的核以及辐射物体，
令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环境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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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里雅宾斯克市恢复了公共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变成了绿色山丘。车里雅宾斯克逾百
万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当地的排放量减
少了30%，难闻的气味消失了，有害污水不再
流入市内米阿斯河。

在北极圈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2021年，从“
列普谢号”浮动技术基地运出了全部已经使
用的核废料。“列普谢号”处理项目的最终目
标为将船头运至萨伊达湾长期储存基地，计
划在2022年完成。目前船尾已经运到该处。

正在从安德烈耶夫湾储存基地运出核废料。
它们将得到处理。2021年完成了最重要的任
务，运出了受损的6个燃料组件，它们曾是妨
碍对原燃料贮存池报废处理的主要障碍。

从格列米哈核潜艇核废料贮存基地已经运出
了大约900个核燃料组件。

数字化

Rosatom上市了全新数字产品——《逻各斯
平台》软件。该软件简化了《逻各斯》旗下软件
和其他外部软件的综合使用。

在研发量子计算机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制造
了基于镱离子的4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研究
者研发的系统不要求增加镱离子的数量，使
用的是独特的量子处理器放大技术。利哈切
夫相信：“这是俄罗斯科学的突破。”

北极海上航线

2021年，北极海上航线打破了货运纪录——
3485万吨。2020年，货运量达到3300万吨。
显著提高了运力。86艘船舶通过了北极海上

航线，包括75艘外国船舶。来自德国、挪威、瑞
士、中国的货运商运输了超过200万吨的货
物。2020年的总过境运输量为130万吨。

2021年，Rosatom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倡
议成立所谓“北极大型海上航线”：从挪威的
巴伦支海海岸到朝鲜半岛。计划该航线将全
年通航，以提高俄罗斯西北地区和远东之间
的近海运输量，总而言之，将为欧亚集装箱运
输打造连接西北欧海港和东亚海港的常设海
上走廊。利哈切夫说，“俄罗斯政府支持了建
设北极大型海上航线的项目。”

2021年11-12月，属于Atomflot（俄罗斯核动
力船舶公司）的破冰船在积冰中及时救出了
近20艘国内外船舶。利哈切夫指出，“船员中
无人受伤，船舶没有发出SOS信号。”

2021年，22220型破冰船的旗舰——“北极”
号破冰船经过维修后继续正常工作，12月18
号，它开始护送船队至佩韦克市，1月1日完成
任务。这篇货轮运送的是楚科奇自治区大型
投资项目所需物资。12月24日，同型号破冰
船量产的首舰“西伯利亚”号也投入运行，预
计将自2022年2月起在北极海上航线上执行
任务。 

返回部分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