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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贸转型的大背景下，服务贸易已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的新亮点。国家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 ， 今 年 1—7 月 ， 我 国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达

30129.6 亿元，同比增长 24.6%。服务贸易的异

军突起与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密不可分。

“服务贸易直通车”是华夏银行为从事跨境

和境内服务贸易的企业和相关项目提供的全面、

快速、灵活的金融综合服务方案，通过为服务贸

易企业提供涉外及境内收支结算、资金管理、贸

易融资等全方位产品和服务，来提升我国服务贸

易的国际竞争力。

众所周知，与传统货物贸易有很大不同，服

务贸易涉及领域分散，不同领域的贸易特点不

同，这也需要商业银行针对具体业务进行个性化

的金融服务设计。这也正是华夏银行“服务贸易

直通车”的最大特色。华夏银行可为涉及运输、

旅游、加工服务、建筑、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各类

服务贸易企业提供专属服务方案。

运输服务领域：华夏银行不但可以在存、

汇、兑等各个处理环节提升客户资金使用的便

捷性、安全性与时效性，还可以根据货运代

理、物流行业企业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运费融

资服务。

旅游领域：在客户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

买非居民货物和服务，或客户向非居民、非居民

留学人员和就医人员提供货物和服务时，华夏银

行可为其提供收支结算服务。此外，华夏银行可

与票务等旅游服务公司的订单交易系统进行在线

对接，实现跨境票务结算资金管理。

加工服务领域：华夏银行将贸易融资产品嵌

入加工贸易各环节，可以为相关服务贸易企业提

供出口结算、打包贷款、出口押汇、信保 （池）、应

收账款池、福费廷、结汇等结算、融资、避险等

一体化服务。

建筑服务领域：针对工程建筑工期长、规模

大、支付结算方式复杂等特点，华夏银行可为已

签署工程合同的客户提供履约/预付款/质量保函

开立、配套设备出口结算服务、预付款收款后的

结售汇、资金理财服务、阶段完工后的应收账款

保理、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等全流程服务。而对于

“走出去”的服务企业，华夏银行还提供内保外

贷、内保直贷等资本项下支持。

电子信息服务领域：华夏银行可为客户提供

通信服务以及与计算机数据和信息、知识产权有

关的服务交易的资金收付和结售汇等产品。此

外，针对服务外包产业特点，华夏银行针对性地

推出了信保、应收账款 （池） 质押融资等产品和

服务。

中国水利水电某工程局有限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旗下的特级企业，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开

展工程承包业务，施工合同总额超过百亿美元。

日前，公司成功中标位于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海

岸防护项目，根据中标通知书，客户需开立合同

价值10%的履约保函，用于担保施工企业严格履

行施工合同。面对该公司的这一紧迫需求，华夏

银行充分发挥“服务贸易直通车”“快、捷、

易、灵”的服务优势，在收到该公司开立外汇保

函申请书后以最短时间内完成多个业务处理环

节，为该公司征战海外提供了有力支持。

服务贸易既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牵引力量，也是商业银行进行业务转型升级的重

点方向。未来，华夏银行将持续创新金融产品，

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满足服务贸易企业的

资金需求，助力我国服务贸易企业走得更稳。

华夏银行推“服务贸易直通车”：

专属方案提升企业竞争力

·广告

全 国 应 急 产 业 联 盟 成 立

减少重复建设 有效配置资源

我国建立航空器材共享平台

工信部发布《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大力发展我国稀土高端应用
本报记者 黄 鑫

工信部10月18日发布《稀土行业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稀土行业要形成
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科技创
新、协同发展的稀土行业新格局，整体迈
入以中高端应用、高附加值为主的发展
阶段，充分发挥稀土应用功能的战略
价值。

“《规划》重点围绕与稀土产业关联
度高的《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
将大力发展稀土高端应用，加快稀土产
业转型。”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巡视员、
稀土办主任贾银松解读说，到 2020 年，
我国主要稀土功能材料产量要达到年均
增长 15%以上，中高端稀土功能材料占
比显著提升，中国将跻身全球稀土技术
和产业强国行列。

生产集约化 产品高端化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六大稀土
集团要完成对全国所有稀土开采、冶炼
分离、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整合。

“要推动稀土产业向集约化和高端
化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贾银松指
出，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大集团战略，实现
稀土矿山开采、冶炼分离和资源综合利
用的集约化生产；另一方面，要促进稀土
材料高值利用，提升关键材料和零部件
保障能力，培育稀土在工业机器人、高档
数控机床、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重点领
域的应用。

近年来，通过推行大集团战略，稀土
产业集中度已大幅提高。目前，稀土冶
炼分离企业从 99 家压缩到 59 家，6 家稀
土集团主导市场的格局初步形成，整合
了全国 23 家稀土矿山中的 22 家、59 家
冶炼分离企业中的 54 家，扭转了“多、
小、散”的局面，冶炼分离产能从 40 万吨
压缩到30万吨。

集约化生产将矿山开采、冶炼分离
及资源综合利用全部纳入 6 家集团管
理，实现了稀土集中生产、管理、工艺流
程再造，推动了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的
优化。数据显示，以资源开采、冶炼分离

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正加快
向以中高端材料和应用产品为主的方向
转变，80%以上的初级加工品被用于制
造磁性、催化、储氢、发光、抛光等功能
材料。

在促进稀土材料高端应用方面，《规
划》提出，要加快发展高性能稀土磁性、
储氢、晶体、发光、高频等新材料，提升稀
土关键材料和零部件保障能力，培育稀
土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工
业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医疗器械等领
域的应用。

“目前，我国企业在稀土高端材料中
国际市场份额约为 25%，其他主要被欧
美日等先进工业化国家企业占有。参考
磁性、催化、发光、储氢等主要稀土功能
材料产业指标和各领域专家意见，争取
到2020年达到50%以上。”贾银松说。

严格市场准入 调控生产总量

我国稀土初级产品生产能力过剩，
违法开采、违规生产屡禁不止，导致稀土
产品价格低迷，未体现稀缺资源价值，迫
切要求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严格控制
增量，优化稀土初级产品加工存量，淘汰
落后产能。对此，《规划》提出要加强国

家对稀土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统一规
划，到2020年稀土年度开采量控制在14
万吨以内。

“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除 6 家大型
稀土企业集团外不再新增采矿权。”贾银
松表示，同时完善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
划管理办法，对稀土矿山开采、冶炼分离
和资源综合利用实行全口径统一管理，
并推动集约化生产，从源头上杜绝稀土
违法违规生产和流通，倒逼企业将投资
投向应用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我国稀土行业核心竞争力。

目前，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
尾矿库已实现了全封闭式管理；江西赣
州、四川凉山等重点资源地建设了稀土
矿区保护设施和开采监管系统。据介
绍，工信部将继续支持这些重点资源地
完善矿区资源保护和监控设施，加强稀
土矿采选项目技术改造，并划定一批国
家规划矿区，实行统一规划，规模开发。

“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已于今年上半
年在 6 家大型稀土集团开始试运行，
2017 年初有望正式运行。产品追溯体
系建成后，可实现从稀土开采、冶炼分离
到流通、出口全过程的产品追溯管理。”
贾银松还透露，工信部正在积极推进《稀
有金属管理条例》立法，进一步加强和改

善稀土行业管理，该条例已列入国务院
二类立法计划，争取尽快出台。

据了解，我国已连续开展了多次打
击稀土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累
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113 起，捣毁非法
采矿点 14 个，关闭生产企业 28 家，处罚
贸易企业 19 家，查扣非法及走私稀土矿
产品3.6万多吨，罚款2.3亿元。

适应高标准 培育新动能

《规划》设定了到 2020 年，主要稀土
功能材料产量年均增长15%的目标。对
于这一目标，贾银松解释说，这是考虑到
未来稀土应用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一
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高性能医疗设备等领域可大幅增加稀土
永磁材料产品用量；二是随着环保要求
的提高，电厂等工业窑炉废气脱硝、机动
车尾气净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等
领域可为稀土催化材料提供更大市场空
间；三是稀土储氢材料在高性能动力电
池、规模储能装置、太阳能发电用储热材
料等领域应用前景极为广阔。

据统计，目前我国稀土应用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稀土磁性、催化材料产量
年均增幅超过 15%，稀土磁性、发光、储
氢等主要功能材料产量占全球总产量
70%以上。

《中国制造 2025》又为稀土行业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贾银松指出，瞄准《中
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需求，未来将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稀土创新中心和服
务平台，加强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建设，
打破海外知识产权壁垒，支持稀土功能
材料机理研究和基因库建设，引领未来
稀土功能新材料及绿色制备关键技术。

《规划》提出了稀土公共服务和创新
平台建设、稀土基础研究、稀土高值利
用、稀土绿色升级改造、稀土行业两化深
度融合、稀土绿色应用等 6 大重点工
程。“我们已要求有关省（区、市）工业主
管部门、重点企业提出未来 5 年重点发
展方向和项目，建立了项目库，汇总了约
400 个项目，将利用各种资金渠道，选择
一批产业化基础好、市场前景广阔、能规
模化发展的项目集中支持。”贾银松说。

尽管我国新能源发展已经取得
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
突出，特别是弃风、弃光现象，以及新
能源发电企业的亏损问题受到各方
关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
理事长王志轩 18 日在新华网主办的
第六届中国能源高层论坛上指出，我
国新能源发电的发展必须采取“两条
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要因地制宜
分散式发展，另一方面要与大范围能
源资源优化并举。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0 年我国开始出现弃风限电现
象。2015 年全国弃风电量达到 339
亿千瓦时，全年累计弃光电量为46.5
亿千瓦时。同时，新能源发电企业亏
损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发电利用小
时不高和补贴资金不能到位。

此外，现行电力系统是以常规化
石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运行，由于

新能源大规模发展且由于电力电能
特性，使传统的电力系统不论是从技
术、基础设施、电力市场特性、行业管
理等方面都存在不协调问题。国家
政策与地方政策的不完全衔接，也是
制约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志轩分析，从中长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趋势看，电力需求仍然会有
一个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发展
速度。未来十多年，第二产业用电增
速总体上可能在低位徘徊，但用电比
例仍然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和城
乡居民用电将持续快速增长，将成为
引导电力消费的主要力量，新能源发
展的机遇就蕴藏于此。

“要确定各种能源、电源及电网
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时期的定位和
作用，做到各类电源之间、电源电网
之间相协调，区域布局及项目与消纳
市场、配套电网以及调峰电源相统

筹，从而为规划、建设、生产、创新等
活动提供依据。”王志轩提出，具体而
言，就是要“限”“扩”“补”“改”并举。
限，不仅要严格限制增量煤电项目的
建设，也要重点限制增量新能源盲目
发展，不要在过剩基础上再增加新产
能。扩，就是要加快实施电能替代，
采取有利于推进电能使用，提高电能
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灵活电价机
制等手段挖掘需求侧潜力，实现电力
增供扩销，提高消纳存量新生能源发
电能力，并为未来新能源发展提供空
间。补，就是要对新能源补贴缺口加
快兑现，使遵纪守法、濒临破产的新
能源企业能够渡过难关，逐步恢复生
机。改，就是要建立系统调峰调频等
辅助服务补偿机制或辅助服务市场，
调动各类机组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的
积极性，提高系统对新能源发电的消
纳能力。

“限”“扩”“补”“改”并举——

新能源发电须统筹协调发展
本报记者 曹红艳

10 月 18 日，第八届电动汽车标
准法规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嘉兴举
行。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
委、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部门的
300 余名专家和业内人士，就电动汽
车安全、行业标准规范等问题展开
研讨。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份我国新能源
乘 用 车 销 售 2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22%。其中纯电动车销售 14.5 万
辆，增长170%；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销售6.5万辆，增长60%。从2009年
至 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
量已达 50 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

清华大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中
心副主任、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董事长方运舟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知名品牌
特斯拉、沃蓝达、菲斯克以及国内比

亚迪、众泰等品牌都出现过电动汽车
起火事件，此类危险相对于传统汽车
来说更容易危及乘员的生命安全。
可以说安全问题是阻碍电动汽车行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电动汽车的安全问题，包
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汽车工业大国都
制订了一系列的标准与法规。据国
家标准委工业标准一部副主任杨立
新介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总数已达 80 多项，涵
盖了整车、关键总成、接口与界面等
多个领域。

多位专家提出，目前国内电动汽
车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电池使用、材
料构成和充电安全方面。上下游产
业发展不平衡、企业盲目重量轻质是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此外，监
管存在漏洞、政府相关政策不全。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工
程师、全国清洁汽车行动协调领导小

组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认为，保障电动
汽车安全必须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
行安全要求和标准。电动汽车的安
全是设计制造出来的，更是管理出来
的。方运舟则表示，电动汽车产业链
上的相关企业必须严抓质量环节、创
新技术、加强监管监控、不能冒进求
成。政府相关部门也应逐步完善政
策法规，出台规范电动汽车安全相关
标 准 ，促 进 行 业 有 序 、健 康 、稳 定
发展。

据杨立新介绍，为了促进我国电
动汽车行业标准的完善，目前国家标
准委正在组织专家参与导引电路与
控制时序、电池更换系统等领域国际
标准的认定，将我国的技术方案融入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委在涉及公众
健康、安全和环保等领域将建立统一
的强制性标准。同时强化监督检查
和行政执法，让标准成为对质量的

‘硬约束’。”杨立新说。

电池使用、材料构成、充电问题突出——

电动汽车安全呼唤高标准
本报记者 于 泳

本报北京 10 月 18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中国航
空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今天在北京成立。平台公司是经国
务院国资委批准，在原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基础上，由南航集团、中航集团、东航集团、中国航材及
中国国新共同改组设立，5 家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24%、23%、22%、21%及10%。

公司以富余航材处置、消耗件集中保障及周转件共
享为主，致力于打造中国民航新型航材保障体系，应用数
据共享和互联网技术，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创新供应链管
理模式，提供经济高效的航材保障解决方案。

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表示，平台公司的成立是推进中
央企业间资源专业化合作、重组、整合发展的有益探索，有
利于通过专业化管理提高航材保障效率，整合资源形成规
模效应，提升我国民航市场地位与话语权。民航局副局长
王志清表示，平台公司将促进我国民航运输企业剥离非核
心业务专注主业发展，减少国有资本重复投资建设。

据了解，公司在运营初期将以服务中央航空企业为
主，通过创建“互联网+航材”共享模式下的保障及运营
体系，不断提升航材资产的有效性和流动性，大力推进航
材保障模式创新，并逐步向全行业开放。

本报北京 10 月 18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为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
进中心等单位发起组建的全国应急产业联盟今天成立。

全国应急产业联盟的成立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要求的具体举措。工业和
信息化部党组成员莫玮表示，联盟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有关部门指导下，研究应急产业重大问题并提出政策
建议，协调应急产业重大技术攻关、示范和推广，研究制
定应急产业技术、产品和服务标准。据悉，联盟首批成员
单位包括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等100多家单位。

本报沧州 10 月 18 日电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哈聪
杰报道：伴随今天首款 VERNA 车型悦纳顺利驶下生产
线，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正式竣工投产。该工厂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河北引进的体量最大、质量
最高的合作项目，也是北京现代首次在京外地区建设整
车项目，工厂从开工到建成历时 18 个月，创造了世界同
类型汽车工厂建设的最快速度。

据悉，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总投资120亿元，年产轿车
整车 30 万辆、发动机 20 万台，可实现年产值 360 亿元、
增加值95亿元。

京津冀协同发展体量最大项目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