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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本报北京11月7日讯 记者陈建辉报
道：《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报告 2012》 今
天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创新型 （试
点） 企业在资源配置上体现出较强的创新
导向，其研发 （R&D） 投入已占全国的
45%以上，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都是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是我国创
新主力军。

《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报告》 是系列
年度报告，以科技部、国资委、全国总工
会确定的 542 家创新型 （试点） 企业为研
究对象。《报告》 显示，自 2006 年开展创
新型企业建设以来，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正在成长起
来，其表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动力不
断增强。2011 年，542 家企业的 R&D 投
入总额 393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6%，
相当于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投入总
额的 78.3%。542 家企业平均 R&D 强度为
1.83% ， 远 高 于 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 的
0.93%。2011 年，542 家企业的研发人员
数达到 95.3 万人，比上年增长 10.3%，相

当于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总量的
46.4%。创新型 （试点） 企业都建立了内
部研发机构，有 70 多家企业设立了 100
多家海外研发机构。

二是创新产出明显增加，创新能力显
著提高。截至 2011 年底，542 家企业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超 9 万件，比上年增长
33.8%，相当于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的 62.7%。PCT 专利申请
量为 6962 件，比上年增长 35.8%，占全国
PCT 申请公布量的 42.4%。542 家企业取
得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2011 年共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128
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截至 2011 年底，542 家企业主持制定
过国际技术标准 534 件，国家技术标准
8797件，行业技术标准 8487件。

三是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
有效提升。2011 年，542 家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总额 21.5 万亿元，利润总额 1.4 万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5.0%和 12.2%，相
当于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总额的 39.7%和
34.8%。在 2012 年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
上，前 100 强企业中，创新型 （试点） 企
业占 49 家。创新型 （试点） 企业成为引
领行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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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7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财政部
今天发布通知显示，中央财政近日下拨今年下岗失业
人员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奖补资金共计 95.41 亿元，同比
增长 55%。

2003 年至今，中央财政已累计下拨小额担保贷款贴
息奖补资金 258.36 亿元，支持了约 4000 亿元贷款发放，
按照人均 5 万元贷款额度测算，帮扶超过 800 万就业困
难群体进行创业。对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服务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改变社会就业理
念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95.41亿元资金下拨

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创业

本报北京 11 月 7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业和信息
化部今天发布《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发展行动计划》，提
出要经过 3 年努力，初步建立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
体系，碳纤维的工业应用市场初具规模。

《计划》提出，经过 3 年发展，高强中模型碳纤维实现
产业化，高模型和高强高模型碳纤维突破产业化关键技
术；扩大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市场，基本满足国家重点工
程建设和市场需求；碳纤维知识产权创建能力显著提升，
专利布局明显加强；碳纤维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计划》提出将重点组织实施 4 大行动，包括关键技
术创新行动、产业化推进行动、产业转型升级行动、下游
应用拓展行动。

碳纤维行业发展计划发布
力争 3年后市场初具规模

碳纤维行业发展计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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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7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中国烹饪
协会日前发布的《2013 年三季度餐饮市场分析报告》显
示，第三季度餐饮市场在波动中缓慢回升，大众化餐饮发
展势头强劲，整个行业景气好转，且餐饮企业经营状况向
好，利润下滑幅度收窄，餐饮企业转型升级仍需市场检验。

报告显示，三季度餐饮市场逐渐回缓，餐饮行业景气
指数小幅上升，三季度达到 88.3。1 月至 9 月全国餐饮收
入 18178 亿元，同比增长 8.9%，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比今年上半年略微收窄。与今年上
半年相比，少部分省市餐饮业在大众化餐饮的强劲势头
下显现出稳步回升的态势，增速或多或少都有所提高。

三季度餐饮市场缓慢回升
大众化餐饮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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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 7 日举行的电力行业经济运
行形势发布会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新
闻发言人王志轩表示，今年四季度，我国
电力消费可能有所回落，电力供需总体平
衡，但华东和南方区域部分省份在迎峰度
冬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平衡偏紧。

王志轩表示，应统筹安排好天然气供
应，疏导燃机电价矛盾，优化天然气发电
布局，同时优化风电、光伏发电布局，加
快解决弃风弃光问题，确保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

〖形 势〗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预计同比增长7%

受上年同期用电基数较高，国家化解
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 5
大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以及气温影响等
因素，预计四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较上
季度将有所回落，预计同比增长 6.5%至
7.5%，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5.31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左右。
在电力供应能力方面，预计全年新增

发电装机 9100 万千瓦左右。其中，可再
生能源装机新增 4900 万千瓦左右，火电
新增 4000 万千瓦左右，核电新增 221 万
千瓦。预计 2013 年底全国发电设备容量
将达到 12.3 亿千瓦左右，将成为世界上发
电装机规模最大的国家。

王志轩表示，综合考虑部分区域可能
出现的极端低温天气、重点流域汛期来水
偏枯导致电站蓄水减少等因素，预计四季
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不过华东和南
方区域部分省份在迎峰度冬用电高峰时段
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华北和华中区域电力
供需基本平衡，东北和西北区域电力供应
能力富余较多。

王志轩建议，统筹火电机组脱硝等改
造时间，降低火电机组对迎峰度冬期间电
力热力供应的影响；重视“三北”地区供
热与风电消纳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
影响，合理安排热电机组与风电机组运行
时间。

〖难 题〗

解决好“弃风、弃光”
问题，优化产业布局

9 月底，我国 6000 千瓦及以上并网风
电 装 机 6826 万 千 瓦 ，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40.6%，利用小时 1522 小时、同比提高 138
小时，提高幅度比上半年扩大 47小时。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欧阳昌
裕表示，尽管我国风电设备利用率逐步提
高，但“弃风”问题仍然存在。2012 年，全
国弃风电量约 200 亿千瓦时，风电平均利
用小时数比 2011 年有所下降。弃风问题
尚未化解，少数光伏发电基地“弃光”的问
题已经开始显现。去年国内光伏发电站被

“弃光限电”的比例已达到 40%。
“解决好弃风、弃光问题，关键要加快

优化风电和光伏发电布局。”欧阳昌裕说，
在风电和光电的建设中，要做好统筹规划，
坚持发展目标要与国家财政补贴能力相平
衡，实现区域布局、项目与消纳市场统筹，

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原则，优先鼓励分
散、分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同时，要
加快跨大区通道建设，以消纳“三北”基地
现有的过剩发电能力。

〖措 施〗

统筹安排燃气调峰机
组运行，优先保障居民用气

王志轩建议，当前应该统筹做好用电
用气高峰期间燃气调峰机组用气与城乡居
民生活用气、工业用气保障工作。加快储
气库建设，提高输气管网储气调峰能力，优
先保障居民用气，满足电力系统调峰需
求。统筹制定全国天然气发电价格补贴政
策，增加财政补贴额度，省级政府落实资金
来源和补贴水平，弥补燃机发电亏损。

此外，还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承受能
力和各省区市财政补贴能力，合理确定天
然气发电规模。坚持大中小相结合、多种
方式共同发展原则，鼓励和优先发展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系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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