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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657 号）和《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4号）的有关规定，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的英文名称变更为 Coöperatieve Rabobank

U.A. Shanghai Branch，其他事项不变，已换领《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英文名称：Coöperatieve Rabobank U.A. Shang-

hai Branch

机构编码：B0031B23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40617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08月22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

心办公楼汇丰银行大厦10楼1001-08室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5888988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6年11月17日

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英文名称变更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简称：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

机构编码：B0999B211000001

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007212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09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

发证日期：2008年12月30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Mobile Finance Company Limited
机构编码：L0143H1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9080
批准日期：2012年01月16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0 号丰铭国际大厦 B 座
11-12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证日期：2014年05月07日

首都机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apital Airport Finance Co., Ltd
机构编码：L0094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73378
批准日期：2008年09月27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四纬路9号B区三层66室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0年04月13日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FINANCE CORPORATION

机构编码：L0009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68728
批准日期：2001年03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B座
12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07年05月29日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HUADIAN FINANCE CORPO-
RATION LIMITED
机构编码：L0024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72601
批准日期：2004年01月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中国华电大厦B
座10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09年05月04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
为准。现予以公告：

“根据今年发展形势估算，2016年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有 望 占 全 球 的
4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艳
华在日前举行的“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发
展趋势高层论坛上表示，1 月至 10 月份，
新能源汽车占国内汽车产量比重已超过
1.6%。在国家多项消费、税收、金融扶持
政策推动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
产业链条逐渐清晰，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销量有望突破50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1 月
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8.40 万辆，同比
增长16.21%；1月至11月份，累计生产新
能源汽车40.28万辆，同比增长44.27%。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呈井喷
态势。”许艳华介绍，1 月至 10 月份，
新能源汽车平均月销量在 35000 辆左
右。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批 《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有望让今年
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出现翘尾行情。今年
新能源汽车总销量有望突破50万辆，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也将超过90万辆，甚至
达100万辆。

许艳华说，新能源汽车产销数字节节
攀升，背后是整个产业的全面进步：关键
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产业链条逐渐清晰，
初步形成较完善的产业生态，社会公众接
受度与购买欲大幅提高。

作为新能源汽车“心脏”的电池，进步
尤其明显。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郭伟说，目前国产磷酸铁锂、三元
材料电池的单体能量密度，比 10 年前增
加了一倍。行业形成了关键材料产业化
能力，建立了较完善的铝离子动力电池技
术体系。磷酸铁锂动力电池也形成了产
业化规模，并实现了全球配套，初步掌握
了燃料电池及其部件的关键技术等。“这
意味着在下一阶段全球竞争中，中国新能
源汽车已经有了竞争的实力与底气。”郭
伟说。

从业绩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
表现亮眼。截至 12 月 11 日，沪深两市
1203 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 2016 年业

绩预告。从全年业绩预计增长幅度较大
公司所在的行业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表
现尤其明显，特别是上游锂电池及其原材
料生产企业表现突出。

智能制造成创新趋势

在不久前举办的巴黎车展上，一直在
新能源汽车方面鲜有动作的欧洲汽车巨
头，纷纷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奔驰推出
了新能源汽车 EQ 品牌，并表示不久就会
量产上市；宝马、大众等老牌厂商也即将
大量上市新能源汽车。

“国内一些大企业存在生产方式过于
简单的问题，即把传统汽车拿过来，把内
燃机改成电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师建华说。值得欣慰的是，在国家

“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等战略指导
下，情况发生了转变。长安汽车、吉利汽
车、广汽传祺等自主品牌车企纷纷投入巨
资，打造新能源汽车研发平台，智能制造
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

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部
新能源规划科科长孟辉说，“江淮布局新
能源汽车比较早，但目前还只是基于传

统车基础上的延续性创新，不是颠覆性
创新。我们正在拥抱互联网，寻求成长
的机会”。

此外，智能制造还引发汽车产业链参
与者角色发生转变，一批非汽车制造商加
入，带来“鲶鱼效应”，出现了自建工厂和
第三方代工厂的分别，对传统汽车生产模
式产生冲击。蔚来汽车与江淮的代工合
作被视为全新的制造方式，而奇点汽车则
两种方式兼备。

奇点汽车联合创始人、汽车系统负责
人刘海明介绍，奇点目前的产品包括自主
品牌整车和智能汽车系统两部分，其中智
能汽车系统包括组合仪表、中控娱乐、
ADAS自动驾驶、车联网服务等。“车联网
服务一切围绕着用户的吃住行娱乐等需
求。”刘海明说。

消费新模式不断演进

在北京大望路的一家商场附近，贴着
“一度用车”二维码的新能源汽车排列整
齐。“扫扫码，车开走”，不用交接，不用钥
匙，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来到我们身边。

新能源汽车消费呈现两大趋势。一

是新能源汽车卖给终端私人用户的比例
不断提升，私人市场逐步升温；二是大批
新能源车流向各类汽车租赁公司。这两
大趋势分别对应新能源汽车消费环节中
B2B 和 B2C 两大模式。“未来分时租赁新
能源车可能占总销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市
场主流趋势之一。”联合电动首席执行官
曹刚预测说。

以租赁公司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消
费者，通过自身的运营能力和资本实力，
成为撬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关键支点。
不仅传统租车公司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
新兴租车公司也积极布局这一领域，两者
的代表分别是首汽租车和宝驾租车。以
新能源汽车为切入口的第三方租赁公司
代表则有一度用车，传统汽车经销商庞大
集团也成立了自己的租赁公司。

首汽租车成立的 Gofun 品牌专门运
营新能源车项目。其首席运营官谭奕说，
租赁公司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比如充电
难问题需要租赁公司来解决。

得益于创投热，租赁公司有了更多获
得资源的途径，分时租赁形成新的“风
口”，并将随着新能源汽车消费模式的不
断演进，进入长期竞争过程。

技术不断突破 产业全面进步

新能源汽车驶入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刘 瑾

本报北京12月12日讯 记者李景报
道：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今天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 2017 年我国和全球钢铁需求作
出预测，并发布了 2016 年中国钢铁企业
综合竞争力评级。预测结果显示，2016
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 6.7 亿吨，同比增长
0.9%；预计2017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6.6
亿吨，同比下降 1.5%。从全球范围看，预
计2016年全球钢材需求量为15.25亿吨，
同比增长0.8%；2017年需求量为15.34亿
吨，同比增长0.6%。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钢材需求量
逐步减少是钢铁业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钢需”持续疲软的供求关系下，更需行
业坚定不移执行去产能政策。“今年钢铁
业已提前完成全年4500万吨的去产能任
务，明年要继续保持淘汰落后产能的良好
势头，通过竞争和联合重组让低端无效产
能退出，保证市场有序竞争，巩固环境保
护成果，相信钢铁行业能在 5 年内完成淘
汰 1 亿吨到 1.5 亿吨过剩产能的任务。”李
新创表示，在去产能工作持续推进的情况
下，产量将进一步减少，预计明年粗钢产
量将达7.88亿吨，同比下降2.2%。

具体从影响钢铁需求的下游行业来
看，建筑行业作为钢材需求量最大的行
业，受 2017 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减少等

因素影响，预计明年钢材需求量为3.54亿
吨，同比下降1.7%；机械行业受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冶金矿山机械产量下降影响，
预计明年钢材需求量为1.26亿吨，同比下
降1.9%；汽车行业延续近年来产销量增长
势头，预计明年钢材需求量为5600万吨，
同比增长 3.7%。另外，预计能源行业、造
船行业、家电行业钢材明年钢材需求同比
下降0.3%、4.2%和0.9%。预测结果显示，
除个别行业外，下游行业的整体用钢需求
处于收窄态势。

此外，2016 年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
争力评级显示，宝武钢铁集团、河钢集团、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沙钢、新兴铸管和日

照钢铁获得了竞争力最强的 A+评级，鞍
钢集团等 16 家钢企获得 A 评级。此次共
有 111 家钢企参与评级，合计粗钢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的85%。

李新创表示，虽然我国钢铁产业产
能过剩严重，但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
钢铁产业体系、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和
较 有 竞 争 力 的 钢 铁 企 业 ，不 宜 妄 自 菲
薄。虽然今年钢材价格大涨，钢铁企业
效益有所好转；但从前三季度看，钢铁行
业 销 售 利 润 率 仅 为 1.27% ，亏 损 面 达
27%，在工业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盈利
水平仍然较低，不能因为行业短期好转
动摇去产能决心。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预计

我国明年钢铁需求量同比下降1.5%
今年4500万吨去产能任务已提前完成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讯 记者郑彬从国家旅游局

获悉：旅游产业已经成为社会投资热点和综合性大产
业，全年旅游投资将超 1.2 万亿元，旅游业综合贡献
超过GDP总量的10.8%。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旅游业有力地带动
了消费，拉动了产业升级。预计今年旅游业实现总收
入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其中，国内旅游人
数 44 亿人次，增长 10%；国内旅游收入 3.86 万亿
元，增长 13%；入境旅游人数 1.37 亿人次，增长
2.5%；国际旅游收入1190亿美元，增长4.8%；旅游
业就业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0.2%。

李金早说，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将
由大到强、由快到好。到 2020 年，我国年人均出游
将达 5 次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 2050
年，年人均出游将达 10 次以上，旅游发展综合竞争
力将跃居世界发达国家前列。

全年旅游投资将超1.2万亿元
有力拉动消费和产业升级

本版编辑 杜 铭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讯 记者韩霁报道：今年以
来，中药材价格上涨明显，尤其一些珍贵药材价格波
动较大，引起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一方面，中
药材价格一直偏低。农产品价格上涨，但中药材价格
始终没有调整，影响药农积极性；另一方面，缺乏合
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会使中药材种植质量受到影
响。所以，适当调整中药材价格十分必要，有助于促
进中药材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时期，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以 20%
的年均增长率递增；到 2015 年，中药工业总产值
达 7866 亿 元 ， 占 我 国 医 药 工 业 总 产 值 近 三 分 之
一，中药大健康产业突破 1 万亿元，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为解决中药质量和资源问题，去年国家出台的
《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2015—2020）》提出，通
过推动开展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着力摸清全国
中药资源家底，提升中药材资源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优质中药材的生态种植，加大中药材种子、种
苗、繁育的力度，从源头保证优质中药材生产；积极
推进中药标准化行动，促进中药产业种好药、产好
药、造好药，使人民群众吃上好药。

王国强表示，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大力推
动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使中药在提高质量基础上
形成规模化，保障供给；另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
价格调整机制，确保广大群众用上中药材。在保障
供应方面，要加强科研，寻找替代品，提高人工种
植能力。

中药材适当调价十分必要
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本报济南 12 月 12 日电 记者王金虎报道：今
天，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截至11
月底，山东化解产能过剩企业已分流安置职工41861
人，完成全年计划 93.3%，其中内部安置 23701 人、
内部退养4059人、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14101人，未
发生因分流安置职工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山东是钢铁、煤炭生产大省，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居全国第三。今年6月份，山东省制定《化解钢铁煤
炭行业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实施意见》。经统
计、核实，2016 年至 2020 年，列入山东化解钢铁、
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计划的企业共122家，需分流安置
职工 192930 人，其中钢铁行业企业 28600 人、煤炭
行业企业164330人。

山东去产能企业安置职工4万余
完成全年计划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