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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5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家能源局
今天发布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 （2015-2020
年）》。计划提出，全国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
耗低于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到 2020 年，原煤入选率
达到 80%以上；现役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平均供电煤
耗低于 310 克标准煤/千瓦时，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
高到 60%以上。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近年来，煤炭
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煤炭利用方式粗放、能效低、污染
重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未来一个时期，煤炭在一次
能源消费中仍将占主导地位，必须进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水平。

在工业锅炉方面，计划明确，到 2020年，淘汰落后燃煤
锅炉 60 万蒸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燃煤
锅炉设施，基本完成天然气、热电联供、洁净优质煤炭产品
等替代；现役低效、排放不达标锅炉基本淘汰或升级改造，
高效锅炉达到 50%以上。

在供热和燃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地区，改用电、新能源或
洁净煤，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环保型锅炉，区域集中供热通过
建设大型燃煤高效锅炉实现。20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应安装在线检测装置，并与当地的环保部门联网。

对于新建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计划指出，其主要技
术指标应明显优于首批示范项目的水平，大气污染物和
污水排放要符合最严格的环保要求，废渣全部无害化处
理或资源化利用，推广应用废水制水煤浆、空气冷却等节
水型技术。

除了工业领域，民用散煤的大量使用也是造成空气污
染的重要因素。国家能源局要求，扩大城市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范围，逐步由城市建成区扩展到近郊，禁燃区内禁止使
用散煤等高污染燃料，逐步实现无煤化。大力推广优质能
源替代民用散煤，结合城市改造和城镇化建设，通过政策补
偿和实施多类电价等措施，逐步推行天然气、电力及可再生
能源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形成多途径、多通道减少民用散
煤使用的格局。

未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将限制销售
和使用灰分大于 16%、硫分大于 1%的散煤。对硫分、灰分、
挥发分、排放指标等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不符合标准的煤炭
产品不允许销售。推行优质、低排放煤炭产品替代劣质散
煤机制，全面禁止劣质散煤的销售。

进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2020 年 电 煤 占 比 超 六 成
本报北京 5 月 5 日讯 记者陈静报

道：继手环、耳机、接线板和体重秤这些
小玩意之后，小米生态链迎来了电动平
衡车这个大家伙。

国内智能代步设备厂商九号机器人
（Ninebot）日前宣布全资收购平衡车鼻
祖赛格威（Segway）。据了解，赛格威是
电动平衡车的发明者和最著名的品牌厂

商。按照九号机器人 CEO 高禄峰的说
法，在收购完成后，九号机器人将拥有对
方 400 多项核心专利。这也意味着九号
机器人未来有望攀上世界智能代步领域
的制高点，成为行业领头羊。

与此同时，九号机器人还宣布获得
来自小米、顺为资本、红杉资本以及华山
资本的 8000万元 A 轮融资。

什么是电动平衡车？在机场、体育
场，你往往会看到工作人员脚踏一部两
轮车，用身体重心来控制设备灵活地
前进、后退或转向，这就是电动平衡
车。在国内，除了时髦的“极客”之
外 ， 它 往 往 被 警 察 、 安 保 和 媒 体 所
用。尽管行业目前的年市场规模不到
20 亿元，但作为新兴的智能个人出行

工具，电动平衡车却被不少人视为智能
硬件的“下一个风口”。

不过，政策和安全依然是悬挂在平
衡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明令禁止平衡车上
路。高禄峰表示，“代步工具符合大势发
展，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标准，并鉴定产品
的安全性。”

“九号机器人”收购平衡车鼻祖“赛格威”

中国有望成智能代步行业领头羊

本版编辑 韩 叙

商务部 5 月 5 日发布《中国对外贸易
形势报告（2015 年春季）》。报告认为，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外部
需求不振、传统竞争力有所弱化、外部限
制措施增多等诸多挑战，加上国际市场
份额已处较高水平、进一步提高份额难
度增大，中国外贸可能保持中低速增长，
且更易受市场需求变化、汇率涨跌等短
期因素影响，波动更趋频繁、幅度更大。
但也应看到，中国外贸发展仍具备一系
列有利因素和条件。

报告认为，中国外贸面临四大有利
因素和条件：

首先，产业基础更加坚实。中国是
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出口产业链和基
础设施较为完善。近年来，装备制造业、
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资本品、中间品出
口有望迎来繁荣期。

其次，对外投资合作对贸易的带动
作用增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
发展期，国际产能合作启动实施，将有力

地带动大型成套设备及零部件、工程物
资等出口。

第三，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特
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降低了中
小企业出口门槛，有利于发挥我国制造业
大国优势，有望成为出口的重要增长点。

第四，国家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力
度不断加大。

报告同时认为，尽管 2015 年，中国
外贸特别是出口具备增长的基础条件，
但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没有根本改变，

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外部需求仍不稳固。在世界经

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各国消费、投资需
求普遍不振，国际贸易增长动力不足。
部分跨国公司出于贴近消费市场、避免
供应链过长易受冲击等考虑，从离岸生
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产业链全球布局
有所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贸易
深入发展。2015 年前两个月，世贸组织
监测的 70 个主要经济体出口额同比下
降 9.1%，为 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二是中国出口产业竞争力面临双重

挑战。在高端产业领域，发达经济体利
用科技、人才优势抢占新兴技术前沿，促
进“再工业化”，开拓国际市场，已取得明
显成效。过去 5 年间，美国出口额年均
增长 9%，欧盟出口额年均增长 8.2%，均
超过全球出口总体增速。在中低端产业
领域，周边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土地
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出台优惠
引资政策，主动承接加工制造业转移，促
进出口快速增长。一些在华投资企业产
能向发达国家回流和向周边新兴经济体
分流，竞争优势有所弱化。

三是国际竞争手段花样翻新。在经
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把汇率作
为提振出口、刺激经济的重要工具，力推
本币贬值，导致人民币被动大幅升值，严
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
争力。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贸
协定，对协定外国家的产品歧视和排斥
较多，形成规则壁垒，可能影响协定外国
家在自贸协定成员国的市场份额。

商务部报告认为我外贸将持续中低速增长——

外需不稳等三大问题挑战外贸走势
本报记者 亢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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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宣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会
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 7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推
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决定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
场竞争形成。

这是自去年 5 月我国取消低价药品
最高零售价以来，国家对药品价格监管
开出的“新处方”。根据“新处方”，我国
将对药品价格实行分类管理，通过不同
形式实现由市场形成药品价格。

有关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这一改革方案的出台，有利于
减少政府在药品价格监管中“越位”、“错
位”和“失位”等现象，建立起以市场为主
导的、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药价改革时机成熟

根据《通知》，自 6 月 1 日起，除麻
醉、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
管理外，其他药品政府定价均予以取消，
不再实行最高零售限价管理，按照分类
管理的原则，通过不同的方式由市场形
成价格。

“总的来看，当前，推进药品价格改
革，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管理，建立新
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许昆林说，
早在 201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开始研
究推进药品价格的思路和方案，并广泛
征求有关部门、地方和行业协会等有关
方面的意见。

《通知》明确，我国将取消绝大部分
药品政府定价，并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
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
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
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此次药品价格
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
手”在药品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也为药品
市场化定价打开了通道、奠定了基础。

中国医保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
先军表示，此次药品价格改革，有利于纠
正政府在药品价格管理中“越位”、制定
价格标准时“错位”、价格监管中“缺位”
等行为，使药品价格形成加速走上市场
化的轨道。

不必担心加重看病负担

《通知》明确，推进药品价格改革，要
坚持放管结合，强化价格、医保、招标政
策间的衔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同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
管，有效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
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取消药品政
府定价后，由于有招标采购机制的约束，

医院销售的药品价格能够保持基本稳
定，但不排除部分药品价格因为成本、市
场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根据分析，由于有招标采购和医保
控费机制的综合制约，加之对市场交易
价格监测监管工作的强化，将正面引导
市场价格秩序，因此，绝大部分药品市场
交易价格不会上涨。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所所长
常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此次改革以
后，原来的政府“单只手”管制药品价格，
将转变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两只
手”作用；由原来直接限制药品最高零售
价，转变为通过强化对医药费用和价格
行为的综合监管，从而实现政府对药品
价格的间接管控。

“竞争充分的药品不具备价格大幅
度上涨的条件，而对于竞争不充分的药
品，将面对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约束。”
常峰分析说，即使部分药品由于竞争状
况、原材料成本、市场供求等原因变化发
生不合理价格上涨，也会被第二道屏障
——价格行为监管机制及时发现并加以
控制。因此，放开价格后的药品受到集
中采购、医保谈判、价格行为监管等多重
监控制度的管控和监测，不会出现价格
异常上涨现象。

“价格放开以后，个别药品价格上涨
或者回落是正常的。但是，老百姓的看
病费用不一定会增加。”朱恒鹏表示，从
总体上看，价格改革以后，将会使市场机

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使药品价格处于
更加合理的价位。

记者了解到，《通知》已经明确提出，
将强化医药费用控制和价格行为监管的
具体措施，以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
成，进一步减轻患者费用负担。

避免形成新的价格干预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取消药品价
格政府定价，并不是放弃政府对药品价
格的监管。有关部门将充分借鉴国际经
验，采取综合监管措施，保证市场价格基
本稳定。

根据《通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药
品采购机制。同时还明确，要强化医保
控费作用。

“医保和病人是药品的市场需求方，
也是利益共同体。”熊先军表示，医保和
病人都希望买到价格合理乃至便宜的药
品，但单个病人没有议价能力，而医保作
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可以与供方形成价
格博弈。因此，强化医保的控费作用，对
于促进药品价格处于相对合理水平意义
重大。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医保控费的作
用，理解为医保部门干预甚至直接制定
药品价格，否则改革就失去了意义。”熊
先军表示，同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应该在医保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等方面
下工夫，促进药品市场“物美价廉”。

药价改革“新处方”开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专家指出——

放管结合：药价不涨负担不增
本报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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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5 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工业和信息
化部赛迪研究院今天发布《2015 年第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
形势分析报告》。《报告》认为，我国工业经济下行惯性依然
存在，仍有下调趋势，预计增速约为 6.2%；而信息产业和电
子信息制造业将进一步“领跑”中国经济增长。

据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春长介绍，2015
年第一季度，工业投资 30889 亿元，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4.3个百分点。从行业看，投资增幅回落较大行业为重化工
行业，包括石化、化工、金属冶炼、橡胶塑料制品、专用设备
制造等，平均回落 4.8 个百分点，显示出重化工行业产能逐
步收缩的结构调整特点。

较之工业的下行压力，电子信息制造业总体增长平稳，
维持了 2014 年的企稳回升态势。赛迪电子信息产业研究
所温晓君认为，“互联网+”战略将加速消费互联网转型为
产业互联网，预计电子信息制造业销售产值增速将略高于
一季度水平，达到 9.5%至 10%。

“一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 2.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较去年同期增长 1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产
量增速出现显著变化，通信设备和计算机产品产量显著下
降，微型计算机产量增速下降 12.8%，手机产量增速下降
1.6%，家电视听产业普遍回暖，其中彩色电视机产量为
3331.6 万台，增速达 7.5%；电子器件产品中集成电路生产
230.7 亿块，增速为 12%。展望二季度，由于集成电路推
进政策持续发酵，电子器件行业增速将继续加快，电子信
息产业进出口增速有望提升至 5%；互联互通的智能终端
设备、数字媒体将推动消费电子发展，供应链物流智能化、
车联网等相关服务将进一步实现，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
温晓君说。

赛迪研究院发布报告认为——

信息产业继续“领跑”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