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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

使用管理转变，鼓励限购城市适当增

加号牌指标投放；鼓励有关城市优化

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近

期，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纷纷

出台政策，力促汽车消费。专家表

示，受疫情影响，国内消费稳增长受

到阻碍，通过促进汽车消费有望缓解

国内消费市场的下行压力。多措并举

之下，国内汽车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

步释放。

鼓励增加号牌指标投放

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 1 月份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综合司

司长严鹏程表示，2021 年，将在抓好

已出台政策落实的同时，围绕提高

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开拓

消费新增长点等，精准加力施策，进

一步发挥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

“以高质量供给进一步提升传统

消费。衣食住行需求仍是居民消费的

大头，也是消费升级的主战场。要不

断提高供给质量，推出更多专精特新

产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多层次消费

需求。”严鹏程说，要完善消费政策，有

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

定，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

使用管理转变，鼓励限购城市适当增

加号牌指标投放。

“推动汽车消费升级、促进扩大汽

车消费的意义非常重要。”在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

示，国家发改委的表态对消除当前汽

车流通消费领域现存的一些瓶颈和短

板、推动流通创新发展、优化消费环

境、促进商业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

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促进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崔东树说：“放开限购是有效推动市

场化的措施，我认为放开限购应有序推

进。未来，汽车消费将会对国内消费市场

的整体增长具有很好地促进作用。”

多部门联手推动汽车消费

汽车、家电、餐饮等大宗消费、重

点消费，是消费市场的顶梁柱，是扩大

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领

域。2021 年 1 月，商务部、国家发改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

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

旨在进一步促进大宗消费、重点消费，

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通知》提出了五个方面工作任

务，其中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被排在

首位。为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通知》

提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各有关城市

要对现行非营运小客车指标摇号、拍

卖等制度进行优化完善，推动由购买

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顺应消费升级

需求，进一步增加号牌指标投放，优先

满足无车家庭需要。开展新一轮汽车

下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对农村居民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

车，给予补贴。

为改善汽车使用条件，《通知》提

出，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居住

社区建设补短板等城市更新工作，加

快小区停车位（场）及充电设施建设。

合理利用公园、绿地等场所地下空间

建设停车场，利用闲置厂房、楼宇建设

立体停车场，按照一定比例配建充电

桩。鼓励充电桩运营企业适当下调充

电服务费。加快推进车联网（智能网

联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开

展自动驾驶通勤出行、智能物流配送

等场景示范应用。

“《通知》的发布对于汽车行业的

整体发展将会起到宏观性的促进性作

用，对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对传统燃油

汽车的下乡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

义。总体来看，2021 年中国车市还是

面临着一定的增长压力。”崔东树说。

激发需求是关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 2019 年下降 3.9%。其

中 ，除 汽 车 以 外 的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352566亿元，下降 4.1%。

“汽车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重非常大，汽车消费将直接影响

全社会整体消费。激发需求是促进汽

车消费的关键。”对此，崔东树建议，限

购城市应进一步加大指标投放力度。

“推动汽车消费升级、促进扩大汽车消

费的意义非常重要。如果限购区域解

禁相关政策，相当于加大了供给端。

而扩大准购规模，也将刺激部分潜在

消费力进入市场。这对于持续调整中

的国内车市而言，将起到直接拉动效

应。未来如果能够破除抑制消费的体

制机制障碍，对提振汽车消费将会有

很好促进作用。”

“我认为，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在税

费方面给予消费者实实在在的支持，

比如减免汽车购置税、购车抵个人所

得税等。就目前国内消费能力与水平

来看，购车的经济压力并不算大，只是

需要一个‘理由’。在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的大背景下，合适的政策支持就是

一个很好的‘理由’，会激发国内消费

潜力，对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起到

重要促进作用。”崔东树说。

产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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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完成电力交易机构

股份制改造“两步走”工作

新华社讯 近日，四川电力交易中

心完成 30%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的

签署。这标志着四川省在国家电网经

营区内率先全面完成电力交易机构股

份制改造“两步走”工作，实现“电网企

业持股降低至50%以下”的电改目标。

成立于 2016 年 5 月的四川电力交

易中心，按照股份制改造“两步走”思

路，在2020年6月完成第一阶段的股份

制改造，引入四川省直电力企业（地方

电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四大类 17 家企业投资者，新增股东持

股占比达 30%。2020 年 12 月 29 日，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将所持的 30%四川

电力交易中心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

本轮股权转让完成后，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70%进一步降

低至 40%；同时，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新

引入 1家股东，股东数量增至 19家，目

前股权多元化程度在全国的电力交易

中心中位居前列。

下一步，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将组织

召开股权转让后的股东会，完成工商及

税务等变更登记，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深化电力交

易中心独立规范运行。

2020年，四川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

达 到 1061.27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1.62%，电力市场改革成果显著。杨迪

新疆达成首笔

5G基站全绿电交易

新华社讯 近日，新疆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电力交易平台交易出清

结果发布，中国联通乌鲁木齐市分公

司运营的 490座 5G基站通过 3个售电

公司，完成 2021 年 1 月月度合同电量

转让交易，共计达成全绿电交易450万

千瓦时。这是新疆首笔 5G基站 100%
全绿电交易，在降低 5G基站运营成本

同时，为新能源消纳开拓了新空间。

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主

任田永明介绍，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

是指准入的电力用户与并网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对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

时数以外的电量，通过协商、挂牌等市

场化方式进行的中长期电量交易。与

参与市场化交易前对比，此次交易减

少企业电费支出19.35万元。

田永明说，通过计算，一个 5G 基

站一年下来 100%满负荷下耗电量为 3
万千瓦时，电力市场化交易可节省 5G
基站运营成本超过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新疆 5G基站达

到6272个。如果这些基站全部采用绿

色电力市场化交易，可为新疆 5G基站

供应商每年节省用电成本约 1000 万

元，这些绿色电力相当于减排二氧化

碳约18万吨。 杜刚

青海出台可再生能源+储能项目

补贴方案

本报讯 全国首个针对可再生能

源发电侧储能补贴方案正式落地。近

日，青海省发改委、科技厅、工信厅、能

源局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支持储能产

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对

“新能源+储能”“水电+新能源+储能”

项目中自发自储设施所发售的省内电

网电量，给予每千瓦时 0.10 元运营补

贴，如果经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

使用本省产储能电池60%以上的项目，

在上述补贴基础上，再增加每千瓦时

0.05元补贴。

该文件要求，新建新能源项目，储

能容量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项目装机

量的10%，储能时长2小时以上。对储

能配比高、时间长的一体化项目给予

优先支持；新建、新投运水电站同步配

置新能源和储能系统，使新增水电与

新能源、储能容量配比达到1∶2∶0.2，实
现就地平衡。该文件明确，优先保障

消纳，电网企业要与储能电站企业签

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确保

“新能源+储能”“水电+新能源+储能”

项目和独立储能电站优先接入、优先

调度、优先消纳、优先外送，保证储能

设施利用小时数不低于 540 小时。

刘文明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消费者

对环保汽车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政策

的积极推动，促使中国汽车业加速电

动化进程。近日，毕马威发布的《中国

汽车行业：势不可挡的电动化浪潮》报

告称，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在 2020 年

发生了巨变。随着消费者对新能源汽

车认知度的提高，以及更加青睐可持

续的环保生活方式，原本主要以供应

和政策为驱动的市场，已经进一步向

以需求为导向发展。

“当前投身新能源大潮的不仅是

造车新势力这些后起之秀们，传统汽

车制造商也越来越多地推出新能源汽

车产品。多方并举之下，中国和其他

汽车大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均开始迸

发出巨大活力。”毕马威中国汽车行业

主管合伙人诺伯特说。

该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国内厂商

整体占据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逾

80%的市场份额，相对而言，中国以外

其他传统汽车制造商在电动化方面步

伐较为保守。然而，随着政府的大力

支持、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及新能

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生产成本差距

的不断缩小，外国汽车制造商角逐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意愿已经变得较为强

烈。预计他们未来将通过其在华合资

企业增加其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

额。

对此，毕马威中国财务咨询合伙

人徐驾表示：“电动汽车的市场引领者

将持续发生变化。由于传统汽车制造

商如今更加关注电动化，国内和国际

竞争将越发激烈。”

针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考量因素——价格，该报告指出，由

于电池占新能源汽车总体成本的主要

部分，因此，能够开发出或采购到更优

质电池的汽车制造商将获得竞争优

势。

毕马威中国交易咨询合伙人孟托

亚分析说：“领先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电

池供应商，以及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亚

洲主要供应商，占据着强大的市场地

位，并将继续引领全球供应链。”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不足是阻碍

消费者转向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问题。

该报告认为，为跟上未来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增长，充电桩数量必须以更快

的速度增长。在中国政府对充电网络

扩张的大力支持下，这一领域孕育了

大量的商业机会。

“充电桩的利用率通常较低，效能

或利润的提升不能仅靠分析简单的充

电数据。”毕马威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

于凤友说，若将其与新能源汽车的车

况和使用方式数据相结合，将可以为

新能源汽车车主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增

值服务。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据对全国 6.0 万家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0 年，上

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8514 亿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 2019年增长 2.2%，与一

季 度 、上 半 年 、前 三 季 度 分 别 下 降

13.9%、6.2%、0.6%相比，全年实现正增

长。在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31425 亿元，

增长22.1%。

在文化及相关产业 9个行业中，新

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营业收入增

速超过两位数，分别增长 18.0%、11.1%；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内容创作生产、文

化投资运营 3个行业持续稳步复苏，分

别增长 5.1%、4.7%、2.8%；文化装备生

产 由 前 三 季 度 下 降 3.4% 转 为 增 长

1.1%；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3 个行

业分别下降 30.2%、11.8%和 6.9%，但降

幅明显收窄。

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营业收

入37378亿元，比上年下降0.9%，降幅较

前三季度收窄 2.9 个百分点；文化批发

和零售业15173亿元，下降4.5%，降幅收

窄 5.5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 45964 亿

元，增长7.5%，增速提高1.5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营业收入

60295亿元，比上年增长3.8%，增速较前

三季度提高 2.3 个百分点；文化相关领

域 38220 亿元，下降 0.1%，降幅收窄 3.7
个百分点。

此外，“互联网+文化”新业态保持

快速增长。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

业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

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3142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2.1%，增速比一季度、上半年

和前三季度分别加快6.6、3.9和0.2个百

分点；占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1.9%，比上年提高

9.0个百分点。

其中，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其他

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

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智

能文化设备制造等5个行业小类的营业

收入增速均超过20%。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辛佳

表示，我国文化产业逐季稳步恢复，规

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速由负转正，企业生产经营明显改

善；“互联网+文化”保持快速增长，文化

新业态发展态势向好。“2021年，随着我

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文化消费需

求将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规模将继续

扩大，文化市场复苏态势将不断巩固。”

班娟娟

多部门发“福利” 汽车消费喜迎新利好

位于宝鸡高新区的吉利汽车宝鸡制造基地 图片来源：宝鸡高新区

我国文化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

消费需求促中国汽车业电动化进程加速

新华社讯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在

一季度探底后，从二季度起走出恢复性

向好的态势。2020年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首次突破6000万吨，有色金属工业生产、

效益及铜、铝年均价格好于上年水平。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贾明

星在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举行的

2020 年有色工业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2020年，我国 10种有色金属产

量首次突破 6000 万吨，达到 6168.0 万

吨，同比增长 5.5%。其中，精炼铜产量

1002.5 万吨，同比增长 7.4%；原铝产量

3708.0万吨，同比增长 4.9%。六种精矿

金属量603.2万吨，同比增长1.6%。

此外，2020 年，我国未锻轧铜及铜

材进口量 668.0 万吨,同比增长 34.1%。

2020 年，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量 485.7
万吨，同比下降 15.2%；稀土出口量 3.5

万吨, 同比下降23.5%。

据介绍，2020 年国内现货市场铜、

铝年均价格回升至高于上年价格水平，

规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明

显好于预期。2020年，规上有色金属工

业企业(包括独立黄金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58266.5亿元，同比增长 3.8%；实现利

润总额1833.2亿元,同比增长19.2%。其

中，铜企业实现利润 408.4亿元，同比增

长 7.7%；铝企业实现利润 628.9亿元，同

比增长 53.0%；黄金企业实现利润 221.6
亿元，同比增长62.5%。

贾明星介绍说，“十三五”期间，我国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

态势，年均增长 3.6%。其中，精炼铜产

量年均增长 4.7%，原铝产量年均增长

3.3%；规上有色金属企业实现利润，经

2018年、2019年两年下降后2020年明显

回升。 杨进欣

近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已完成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投入商业运行。这标志着我

国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据了解，“华龙一号”设计寿命60年，创新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安全系统及双

层安全壳等技术，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88%，完全具

备批量化建设能力。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我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首次突破60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