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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今日财经

国务院今年 2 月敲定了油品升级时间表。根据时间表
规定，第四阶段车用汽油标准过渡期至 2013 年年底，第五
阶段车用汽油和柴油标准过渡期至 2017 年年底。到 2018
年，我国汽柴油全面进入国五时代。

但一个需要正视的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北京、上海、
江苏和广东等部分地方已先期实施相当于国五标准外，还
有少部分地方在执行国四标准，而大多数城市仍在执行国
三标准。因此，能否按照标准升级实施时间，如期供应合格
油品，保障市场供应，成了不少人担心的问题。

对此，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炼油专家张国相认为，“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油品生产企业确保全国供应国五汽油
的目标应该可以实现。”他解释说，“新标准的要点在于硫
含量的降低。对油品生产企业来说，增加脱硫的主要设
备——加氢反应器需要较长周期。正常情况下，如果从
项目启动算起到完成，大约需要 3 年左右的时间。4 年的
过渡期应该可以确保炼油企业升级完成改造工作。”

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正是因为考虑到各地环
保压力压力、、要求和进度有所不同要求和进度有所不同；；考虑到油品生产企业技术升考虑到油品生产企业技术升
级级、、设备改造的需要设备改造的需要，，才留出了才留出了 44 年过渡期年过渡期。“。“关键是关键是从现在从现在
开始就要着手进行升级改造开始就要着手进行升级改造。”。”

作为我国作为我国主要成品油生产和销售企业主要成品油生产和销售企业，，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中中
石化和中石油两家企业积极开展升级改造工作石化和中石油两家企业积极开展升级改造工作。。中石化中石化
集团董事长傅成玉此前表示集团董事长傅成玉此前表示，，今年底前今年底前，，1212 家下属企业的家下属企业的
脱硫装置将全部建成投产脱硫装置将全部建成投产，，20142014 年起全面供应国四标准年起全面供应国四标准
油品油品。。今年今年 88 月月 2828 日日，，中石化中石化也宣布提前启动油品质量升也宣布提前启动油品质量升
级级，，从从 1010 月月 11 日起日起，，提前在上海提前在上海、、江苏沿江江苏沿江 88 地市及广东地市及广东 66
地市开始置换国五汽油地市开始置换国五汽油，，其余省区其余省区((市市))提前提前 33 个月开始置换个月开始置换
国四汽油国四汽油。。

1111 月初以来月初以来，，各省区市加油站也纷纷进行国四标准置各省区市加油站也纷纷进行国四标准置
换工作换工作。。据了解据了解，，从两大主营销售公司批发环节看从两大主营销售公司批发环节看，，截至截至
20132013 年年 1212 月月 2020 日日，，全国全国 3131 个省区市个省区市((除港除港、、澳澳、、台台))中中，，完全完全
实现国四标准汽油置换的省区市占比实现国四标准汽油置换的省区市占比 6868%%。。

国五汽油标准的发布实施，对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改善每况愈下的空气质量，治理日益严峻的雾霾天气具有

重要作用。

标准固然重要，但不打折扣地执行更为重要。不可

否认的是，以往的油品升级工作中有不到位的地方。一

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国三汽油标准在 2006 年 12 月发布，

规定过渡期至 2009 年底。而直到 2012 年，山东某副省级

城市才宣布，“原计划在 2013 年年底升级国三标准燃油

的工作，有望‘提前’至 2012 年年底完成。”实际上，山东

的情况并非个案，我国大多数城市也仍在执行国三标

准。

专家分析认为，阻碍油品升级进程的主要原因，既

与有关方面的动力不足有关，也与消费意愿受到抑制有

关。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对

油品升级重视程度不够，推行力度不强，治理措施不硬；

一些炼化厂只注重短期利益，过于强调油品升级置换带

来的成本，而忽视了其带来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大部分地方仍存在不同标准油

品并存的现象，部分加油站甚至偷偷“混合销售”。消费

者担心，在付出更高的价格后，会不会买到以次充好、掺

杂掺假、虚假标示的汽油。同时，我国成品油质量仍然

存在“多头监管”的问题，生产环节由质监部门负责，准

入门槛由商务部门把关，而流通环节则由工商部门管

理，“谁都能管，谁都不能全管”的尴尬也导致了消费信

心不足。

同时，国五标准虽是强制性标准，但至少目前还缺乏

强制性手段。譬如说，如果不能如期完成，相关企业和部

门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目前来看，没有相关规定能够明确

惩处标准。因此，标准的执行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和企

业的自觉。参照以往油品标准升级中存在的问题，不少专家

表示，国五标准的出台对执行力将是一个严峻考验。

毫无疑问，国内成品油升级道路仍任重道远。在当

前“治霾战役”中，相关各方更需共同作为。炼化企业应

把“绿色社会责任”放在心中，将百姓对清新空气的民生

需求放在首位，加速提升提供高品质清洁成品油的能

力。各监管部门也应加强油品生产、批发、零售环节质量

监管力度，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严厉

打击质量违法行为，确保油品质量升级效果落到实处，切

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需要升级的不仅是油品标准
刘松柏

国家标准委日前对外发布国五汽油标准，从2018年1月

1日起全国将供应国五汽油。有关测算显示，新标准实施后，即使现

有汽车不作任何改造，也能达到10%至15%的减排效果。因油品升级

而造成的成本上涨，将由国家补贴、炼油企业和消费者分担，消费者

每月支出预计增加十多元——

国五油标将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刘松柏

减排效果如何
油品升级后，即使现有汽车不作任何改

造，也可达到 10%至 15%的减排效果，预计在

用车每年可减排氮氧化物约 30 万吨

汽车尾气排放是 PM2.5的主要污染源之一。近年来，随
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机动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
影响日益增加。统计显示，在一些城市中，汽车尾气排放对
PM2.5的“贡献率”超过两成。以北京市为例，机动车排放了
全市 58％的氮氧化物、40％的挥发性有机物和 22％的细
颗粒物。

油品质量是影响汽车尾气排放的重要因素。汽油新标
准实施后，会给空气质量带来怎样的改善，是人们最为关注
的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鲍晓峰说，“从

‘国三’升级到‘国四’，再升级到‘国五’，将大幅减少机动车
污染排放量。”

与国三、国四汽油标准相比，国五标准最大的变化是硫
含量的消减。当前，国三标硫含量要求低于 150ppm，国四
标准要求低于 50ppm，而此次国五标准硫含量要求低于
10ppm。此外，锰含量的指标限值也降幅较大。“硫含量降

低后，硫化物对净化器的毒害作用进一步减少，净化器转化
能力得以提升，在用车减排因此得以实现。”

鲍晓峰说，“油品升级后，即使现有汽车不作任何改造，
目前在用车的总体排放污染物也可减少 10%至 15%，而新
车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可分别减少 25%和 80%。”国
家标准委的测算结果也表明，标准实施后，预计在用车每年
可减排氮氧化物约 30 万吨，新车 5 年累计可减排氮氧化物
约 9万吨。

油品标准升级，对于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防止雾霾天
气，自然是利好消息，但“仅靠油品质量升级一招，难以有效
抑制污染。”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说，加快油品
质量升级无疑是减少尾气排放、降低雾霾发生频率、改善空
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要根本改善空气质量，还需依
靠改善能源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以及发展公共交通等多种
措施的共同推进。

谁为升级埋单
油品升级涨价的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

多用油多承担”，加价标准是炼油企业消化一

部分、消费者承担一部分

今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油品升级价格政策，
规定车用汽油质量升级至第四阶段，每吨加价 290 元（约每
升 0.21 元），2017 年底后升级至第五阶段，每吨加价 170 元

（约每升 0.13 元）。按照全国平均水平测算，如果私家车月
跑 1000 公里、百公里油耗 8 升，从国四升级到国五后，车主
每月支出费用将增加十几元。

具体到各地，数据略有差异。由于北京、上海、江苏等
地已先期实施相当于国五标准汽油，汽油价格平均每升上
涨约 4 分钱。而广东的广州、深圳等 6 个城市汽油升级至
第四阶段时，每吨已累计加价 430 元，升级至第五阶段时，
每吨只需再加价 30元，折合每升约 2分钱。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加价标准是按照
炼油企业消化一部分成本、消费者承担一部分成本的原则
确定的。“经过对各地多家炼油企业历时数月的升级成本调
查，最终确定了这个价格。在这个价格水平下，大多数炼油

企业将承担两成到三成不等的升级成本。”该负责人说。
一位来自中石化的专家表示，“为了达到国五标准，我

们炼化部门在国外买了一些技术，自己又研究了一些技术，
还在国内外购买了新的炼化装置，总投资已经上千亿元。”

“油品升级需要炼油企业进行生产装置改造以及技术
改造升级，这都需要大量投入，生产成本将会提高，涨价是
难以避免的事。”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徐惠说。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油品升级涨价的原则是
“谁污染谁付费，多用油多承担”，国家不会以政府补贴的形
式承担油品升级全部成本，否则就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
贴少数的汽车拥有者。该负责人同时也表示，对农业、林
业、渔业、城市公交等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汽柴油价格
提高后，中央财政将按现行油价补贴机制给予补贴。对出
租车，在运价调整前，继续由财政给予临时补贴。

如何确保实施
主管部门在综合考虑各地环保压力、要

求、进度和油品生产企业技术升级、设备改造

的需要后，确定预留 4 年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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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日前发布《2013 年第 4 季度银行家问卷调
查报告》、《2013 年第 4 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和

《2013 年第 4 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银
行家和企业家信心在四季度有所提高，贷款总需求
略有下降，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双回升。

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提高

报告显示，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 71.3%，较
上季提高 10.3 个百分点；银行业景气指数为 77.9%，较
上季提高 1 个百分点；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 74.4%，较
上季略降 0.3个百分点。

对于目前的货币政策，超过七成银行家感觉“适
度”。银行家货币政策感受指数（选择货币政策“适度”
的银行家占比）为 73.3%，较上季提高 2.1 个百分点。
对下季度，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 71.6%，较本季判断
下降 1.7个百分点。

银行家对宏观经济信心有所升高。银行家宏观经
济热度指数为 38.6%，较上季提高 7.3 个百分点。其
中，69.8%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常”，较上季
提高 12.2 个百分点；26.5%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
济“偏冷”，较上季下降 13.4个百分点。

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双回升

企业家信心有所回升。报告显示，第四季度，企业
家信心指数为 65.9%，较上季上升 3.1 个百分点，较去
年同期上升 5.5 个百分点。同时，企业经营景气指数
为 58.1%，较上季上升 1.8个百分点。其中，38.9%的企
业认为较上季“增盈或减亏”，37.4%认为“盈亏不变”，
23.7%认为“增亏或减盈”。

企业资金状况与三季度基本持平。企业资金周转
指数为 57.3%，与上季基本持平，较去年同期下降 2.4
个百分点。其中，32.7%的企业认为本季资金周转状
况“良好”，49.1%认为“一般”，18.2%认为“困难”。企
业销货款回笼指数为 60.9%，与上季基本持平，较去年
同期下降 2.9个百分点。其中，35%的企业认为本季销
货款回笼状况“良好”，51.8%认为“一般”，13.2%认为

“困难”。

居民物价满意指数略降

第四季度，居民物价满意指数为 20.5%，比上季回
落 0.9 个百分点。其中，61.6%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
以接受”，比上季上升 1.8 个百分点。66.5%的居民认
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比上季降低 1.1 个百分
点，31.1%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可以接受”，2.4%的居
民认为“令人满意”。

一、二线城市居民的高房价感受有所缓解，分别有
73.8%和 61.8%的居民认为房价高，较上季分别回落
3.2 和 3.1 个百分点。对下季房价，32.5%的居民预期

“上涨”，47.2%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未来 3个月内
准备出手购房的居民占比为 13.2%，与上季持平，是
1999年以来的较低值。

同时，报告还指出，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为 50.3%，
较上季回升 0.4 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 1.5 个百分
点。其中，85.7%的居民认为收入“增加”或“基本不
变”，高于上季 0.3 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 1.3 个百
分点。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 54.1%，较上季回升
1.3 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 2.2 个百分点。

央行四季度调查显示——

银行家企业家信心提高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本报温州 12 月 22 日电 记者张玫报道：作为
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一，温州市移动 4G 网络本月正
式商用。同时，温州移动宣布联合正泰集团，打造
全国首例 4G 应用园区，正泰集团将成为全国第一个
运用 4G 技术的民营企业。未来，正泰可以利用 4G
远程视频、4G 远程授课、4G 远程监控和大型 4G 展
销专场等 4G 技术，进行企业管理和生产销售等一切
活动。

温州市也将借 4G 的正式商用，进一步推进网络
经济的快速发展，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按照计
划，该市将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城市管理、智慧旅
游等多个行业领域推出 4G 网络应用服务，优先发展
基于 4G 网络的 120 急救中心“绿色通道”、城市管理
应急指挥平台、4G 电视直播等项目，从而提高城市管
理的信息化水平。

据 悉 ，温 州 市 执 法 局 已 率 先 采 用 4G 技 术 ，即
将 更换 4G 执法终端。作为温州市首个政府部门大
规 模 采 用 4G 技 术 的 信 息 化 项 目 ，该 项 目 预 计 在
2014 年 1 月投入试运行，将有效提高智慧城管系统
性能。

目前，温州地区已经建成基站 2200 座，覆盖城区
及各县市城区、中心城镇和 5A 级景区等，人口覆盖率
已经达到 70%。温州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前
期网络测试的结果，温州 4G 下载速度最快已达到
200Mbps，在实际应用中，下载一部 1G 的高清电影最
多仅需 5 分钟。“到明年 4 月，温州将实现 4G 信号全覆
盖。”这位负责人表示。

温 州 移 动 4G 本 月 商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