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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2020年迪拜世博会开幕已
接近两个月。中国馆成为本届世博会上
最受欢迎的打卡地之一。截至 11 月 16
日，中国馆在现场已迎来全球各地超过38
万名的参观者。在这里，他们可近距离感
受来自遥远东方的独特体验。一些看得
见或看不见的“黑科技”，也让他们对有着
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了新的认识。

在开幕前后，当地每天几乎超过 40
度的体感温度，让不少初到者颇感不适。
然而，只要一进入中国馆，一阵清凉便迎
面而来。“明明是一座密封的场馆，但空气
却比外面还要显得清新。”这样的体验令
来自巴基斯坦的伊凡感到十分新奇。

“海尔中央空调为中国馆专门定制了
全场景空气解决方案。在这里，参观者们
每一次呼吸都蕴含了浓浓的中国科技。”
海尔中央空调海外市场总监战杰告诉记
者，迪拜地处波斯湾东岸，属于热带沙漠
气候。这里常年高温高湿，夏季最高气温
超过50℃。“这就要求中央空调机组在严
酷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的安全、可靠运行。”

据了解，我国国家标准 GB/T7725-
1996《房间空气调节器》将人们常见的气
候类型分共为三类，分别为 T1、T2 和
T3。各类空调器根据对应的气候类型，其
温度使用范围也各不相同。“目前，国内生
产的空调大多为T1工况，最高工作环境
温度为43℃。与之相比，T2工况的空调，
最高工作环境温度只有35℃。如果超过
设计使用范围，空调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
在工作过程中将会受到影响，甚至造成零

部件的损坏。表现在产品上，会造成设备
无法开启或制冷效果不好等问题。因此，
只有采用满足T3热带气候类型的空调，
才能达到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的使用要
求。”战杰说。

当地水资源的短缺，也为中央空调
安全有效运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目
前，中央空调常见的冷却方式主要是水
冷和风冷两种。如果采用水冷方式，就
需要在地上空间建设一座冷却塔，对水
进行冷却后，通过冷却水来给风机盘管
降温，达到制冷的效果。可是，迪拜地处
沙漠边缘，当地水资源供应紧张。一来
这难以保证冷却塔用水持续不间断，二
来当地使用淡化后的海水会对机组运行
产生怎样的影响，行业内一直未有验
证。因此，传统的水冷方案难以令人满
意，不占用水资源的风冷设计成为不二
的选择。”战杰说。

然而，随着空调技术路线的确定，新
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国内中央空调主要
集中于T1工况设备的研发，而从国内到
国际，仅有少数品牌能够满足T3热带工
况需求。为此，海尔中央空调带来了自主
创新的风冷磁悬浮中央空调解决方案。

据战杰介绍，对于普通螺杆式机组，
T3工况是相对容易达到的，而对于磁悬
浮设备来说，由于T3工况超高的压比和
严酷的环境条件，对压缩机和其他部件都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海尔率先使用
国际领先的高压比压缩机，并融入自身对
于高压比工况下的独特解决方案，最大程
度上满足了中国馆对于T3工况稳定运行
的需求。“这在国内外风冷磁悬浮离心机
行业，均属于相对领先的水平。”战杰说。

战杰告诉记者，磁悬浮中央空调的节
能性是行业公认的最高水平。“传统中
央空调的机械轴承在运转时会产生接触
碰撞。尽管有冷冻油润滑，但还是会产生
摩擦力，造成能量的损耗。空调机在长时
间使用以后，冷冻油会附着在轴承上，又
进一步加大了摩擦力，增加了机组本身的
运行能耗。而在采用磁悬浮技术以后，利
用磁力作用将转子悬浮于空中，使转子与
定子之间没有机械接触，最大限度提高压
缩机、蒸发器和冷凝器的效率。”

此外，海尔磁悬浮空调还建立了物联
云服务平台，将磁悬浮空调、冷却塔等各
类设备接入后，能够进行智慧管理与故障
预警，实现从设计、运转、维保的全寿命期
节能。“节能性上，比传统机组提升50%左
右。”战杰说。

对于海尔中央空调来说，参与世博会
中国馆的建设是一项光荣且艰巨的任
务。产品性能固然要过硬，客户的需求也
同样不能被忽视。中国馆是迪拜世博会
最大的场馆之一，建筑面积大、划分场景
多，包括各类展区、观影区、办公室、会议
室、卫生间、餐厅等。而密闭空间和开放
空间，以及不同层高的公共空间，所需要
的制冷量不同，对空调的参数要求也不相
同。战杰告诉记者：“对于公共空间，空调
最主要的需求是速冷、保持衡温，为此空
调根据室内总面积来计算冷媒供应量，通
过管路输送到各个区域。但是如果同样
的管路输送到小型密闭空间，浪费能源的
同时，也会让人体感觉到不适。为此，海
尔中央空调联合设计院、暖通专家等生态
方，根据中国馆特定条件确定了 50多个
型号产品的参数值，实现了解决方案的

100%定制。”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一场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迪拜世博
会被迫延期，中国馆设备施工也因此一度
受到影响。为了克服困难，海尔中央空调
组建了覆盖全流程的 30人专业团队，提
供24小时在线保障。

中央空调的设计、生产、运输、安装，
每一步都需要和项目方确认，仅方案设
计上的产品参数就有数千项。本次方案
是全部定制，各个环节都是全新的过程，
留给海尔中央空调的时间只有8个月，而
正常如此规模的定制方案，至少需要1年
以上。

为此，海尔中央空调在该方案的设计
上，整合各领域专家对每项参数的调整做
出可行性分析，并实时与建筑设计师进行
沟通。在生产环节，海尔中央空调拥有行
业首个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方案中的产品
参数共享到工厂各个工位。工作人员通
过扫描整机专有二维码，可以看到全部生
产过程和所有零部件的参数，以及不同工
况下的全部测试数据。在安装环节，因疫
情原因国内人员无法到场，该定制产品对
当地服务人员来说也是新产品，技术安装
对接全部在线进行一对一指导沟通……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在迪拜世博
会中国馆，工作人员只需拿出手机或者动
动鼠标，就能轻松完成对全馆超过100台
设备的集中管理。而以磁悬浮空调、物联
多联机、全热交换新风系统等网器为核心
的中国馆全场景定制空气解决方案，在满
足不同场景下高效节能、稳定运行的同
时，也为各国游客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和舒
适的参观体验。

中国馆的清新空气这样练成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近日发布的中国宏观
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认为，2021年中国
宏观经济持续复苏，但受基数因素和下半年复苏势
头放缓影响，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预计第四季度实
际GDP增长3.9%，全年经济增长8.1%，实现全年6%
以上增长目标。

报告分析，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前高后
低”“结构分化”和“压力加剧”的运行特征。一方面，
疫情防控的总体稳定、外资外贸的景气持续、高新技
术产业的持续向好以及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完成，
为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的持续复苏提供了持续
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疫情的反复、极端
天气的出现、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等因素，使中国宏
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自二季度持续上扬，经济复苏进
程有所放缓，前高后低的态势明显。

报告认为，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些新
现象。首先，成功的疫情防控和制造体系的强大依
然是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期间持续复苏的核心基础
之一，外贸和外资的持续高涨依然是经济复苏的核
心动能之一。中外防疫能力的差别以及全球供应链
的脆弱性使中国疫情防控红利和全球供应中心效应
有中期化的趋势，外需对宏观经济复苏的贡献出现
超预期的持续。

其次，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全面启动、疫情
带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全球对高技
术制成品的需求持续上扬，导致疫情期间创新驱动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数字经济占比持续上升，高新技
术行业利润增速与投资增速保持高位运转，研发投
入新型激励体系开始出现，新旧动能转换在疫情期
间得到了加速。

报告认为，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逆转 2021
年经济复苏乏力、增速回落的势头。一方面它将部
分延续 2021年宏观经济复苏的动力和基础，另一方
面在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协调体系再调整以及十
四五规划全面落实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将得到极大的缓解，各方面增长表现将逐步回
归常态。预计 2022全年实际GDP增速将达到 5.5%
左右，并呈现前低后高的运行态势。

对于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挑战，报
告分析，一是西方主要国家很可能在疫情防控上全面
放开，这将引发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
的再调整。二是全球通货膨胀的出现、全球金融市场
的新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等因素
将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不
确定性冲击。三是2021-2022年是中国四大转型全
面启动和全面叠加的年份，即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的大转型、从简单的开放战略向双循环发展格局
的大转型、从高污染排放向低污染排放的低碳绿色大
转型、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中长期结构调
整将持续，与短期稳增长防风险可能产生冲突。

报告建议，科学设定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建
议提出“基于疫情的增长目标”，以更好地发挥预期
引领作用。在新发展格局的统领下，深入推进结构
性改革和结构调整，构建新红利和解决结构性问题，
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

CMF报告：科学设定
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

■ 本报记者 王曼 近年来，马来西亚榴莲
逐渐走俏中国消费市场。一
些当地种植企业努力满足中
国市场需求，榴莲产量和质
量也正得到中国技术加持。
由阿里云和马来西亚历佳德
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榴莲
云平台”就推动了产业技术
升级。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2021 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
苏并走向常态化的一年。”中国人
民大学校长刘伟近日在中国宏观
经济论坛（2021-2022）上表示，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等冲
击，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增长
韧性。

刘伟表示，从国际角度看，我国
持续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在
新冠德尔塔变异病毒侵袭、全球供
应链瓶颈等一系列冲击下，世界主
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同步放缓，而我
国在前三季度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速 5.2%
的成绩，撑起了疫情期间和后疫情
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脊梁。

“从国内生产来看，我国在增长
速度和发展质量之间保持了动态平

衡，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刘伟表示，
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3.5%，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
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4.7%，比上月加快 0.7个
百分点。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集
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127.9%、22.2%、10.6%。

刘伟表示，我国在保持经济稳
定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十
四五”规划的实施和 2035远景目标
的实现开好局。值得注意的是，我
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面临
着三个较为突出的战略机遇：

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随着数字经济时代
的到来，数据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

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
技术进步，将催生新的数字经济产
业活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
转型升级；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
主导的绿色转型。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生产
结构、消费结构等将被重构，把握好
绿色转型机遇，将会带来一场全面
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三
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结构升
级。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推动共
同富裕，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大力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会带来
巨大的消费动能，在形成中国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的同时，推动市场结
构快速升级。

在拥有重大战略机遇的同时，

也应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
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
春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防治进程决定着社会经济活
动常态化的进程。另外，通货膨胀
的出现、全球金融市场新动荡，以及
全球供应链在疫后的持续调整等，
都将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带
来不确定性。

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
验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看来，美联储
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会影响到国际
市场的外部需求。“未来也需警惕产
业链重组的风险。现在发达国家反
复呼吁把一些产业环节迁回本国，
避免产业空心化，因此，一些订单甚
至工厂明年可能会逐步转移到其他
国家。”

此外，刘伟表示，国内需求恢复
仍不充分，供需结构仍不平衡，区域
分化仍然明显，畅通国内大循环迫
在眉睫。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紧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趋
势，协调各项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
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做好跨周期调
节，增强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
稳定恢复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
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建
议，财政政策应坚持积极有为，发挥
更大作用，明年应在公共财政支出
和民生方面加大力度；货币政策则
应保持稳健，尤其要保持前瞻性和
连续性，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有效性。

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面临三大战略机遇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当
地时间11月22日，俄罗斯联邦通
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
官网公布了一份必须在俄罗斯设
代表处的外国互联网企业名单，
名单中包括了谷歌、苹果、推特、
Tiktok等在内的13家企业。根据
该部门要求，名单中的企业除了
从 2022年 1月 1日起需要设立在
俄的代表处外，还需要在自己网
站上设置电子表格以获得俄罗斯
用户的反馈，在俄通信、信息技术
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网站注册个人
账户以便同俄罗斯政府协作等。
此外，这些互联网企业应限制对
违反俄罗斯法律的内容的访问。

部分外国互联网公司
被要求在俄设代表处

据中新社消息，柬埔寨国家
银行11月22日发布消息称，2022
年将继续维持现有宽松货币政
策，同时确保银行间市场利率保
持在适当水平。柬埔寨国家银行
指出，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继续
在必要的情况下干预市场汇率，
以确保柬币币值保持稳定。柬
埔寨国家银行决定，将协调和鼓
励本地银行积极行动，促进银行
间市场发展和提高流动性。此
前，柬埔寨国家银行宣布，降低
国内商业银行和拥有存款执照
小额贷款机构的客户存贷款准
备金率。其中，柬币存款准备金
率从 8%，降低至 7%；美元存款和
外 国 人 贷 款 准 备 金 率 也 从
12.5%，降低至7%。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柬埔寨明年继续
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