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要 闻经 济 要 闻 2017年1月17日 星期二 9

本版编辑 管培利 辛自强

工信部日前公告收回多家单位的电信网码号资源，
其中包括 2 家虚拟运营商，对虚拟运营商的监管再次成
为舆论焦点。当下，民间资本进入移动通信业已满3年，
虚拟运营商将由试点转向获取正式牌照，虚拟运营商行
业将迎来不可避免的“洗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走向理
性、有序发展。

虚拟运营商试点目前已形成规模。2013 年初工信
部下发《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2013 年底启动牌
照发放，先后有 5 批 42 家民营企业获得移动转售临时牌
照。目前，移动转售业务已经有超过 4000 万用户，用户
数超过百万的大型虚拟运营商也已经突破 10 家。虚拟
运营商自诞生起，就纷纷结合自身原有业务，推出了有特
色、切合细分市场需求的产品，增加了用户的消费选择。
更重要的是，虚拟运营商的出现带来了鲶鱼效应，为电信
市场引入了重要的竞争机制，倒逼传统电信运营商改进
产品和业务类型，降低资费价格，流量不清零、取消漫游
费等业务逐渐实现，用户得到了实惠。应当说，允许和鼓
励民资进入电信领域、促进电信行业竞争的政策目的在
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3 年试点、4000 万用户，显示出民资对电信领域投资
的积极性，也表现了用户对虚拟运营商业务的关注度。但
正如硬币的两面，近年来虚拟运营商旗下号段的诈骗案
件多发，与一些虚拟运营商在营销、管理方面的不规范甚
至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分不开，比如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电
话实名制登记不严等问题。这种“野蛮生长”已被监管部
门和用户所关注，目前，监管部门对虚拟运营商的监管力
度正在一步步加大，用户对虚拟运营商的服务和商誉也
产生了诸多怀疑。在这双重作用下，必然有一部分虚拟运
营商将遭到监管红牌淘汰或者在市场上被用户摒弃。

而诸多不计成本抢占用户的经营方式，也使虚拟运
营商很难实现盈利。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基础电信企业
资费水平有了较大幅度下降，虚拟运营商在“批零倒挂”
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打价格战，无法获得竞争优势，反而会
更加陷入盈利无望的境地，并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而
被淘汰，能够生存下来的必然是那些符合细分市场特点、
产品和服务有特色，并且盈利模式清晰的少数企业。大
浪淘沙、优胜劣汰，在日趋规范的电信市场竞争时代，暂
时留下的虚拟运营商还需加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行
业自律，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本报北京1月16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64 个国
家和地区的 796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
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
长44.1%）。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
程全年完成营业额 10589.2 亿元人民币

（折合 159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新签合同额 16207.9 亿元人民币（折合
2440.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表示，2016 年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

对外投资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为亮点。2016
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 1260.3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1.6%；完
成营业额 759.7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47.7%。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
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

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实
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受到重点关注。2016
年全年，我国企业对制造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为310.6亿美元、
203.6 亿美元和 49.5 亿美元。其中对制
造 业 投 资 占 对 外 投 资 总 额 的 比 重 从
2015 年的 12.1%上升为 18.3%；对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对
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4.9%上
升为12.0%。

并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支持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领域成为热点。2016
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
项目 742 起，实际交易金额 1072 亿美
元，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
类。其中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 197 起

和109起，占我国境外并购总数的26.6%
和 14.7%。海尔全资收购美国通用电器
公司家电业务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并购项
目对推动我国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全球
价值链布局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地方企业占据对外投资主导地位，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表现活跃。2016
年全年，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1487.2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
重从 2015 年的 66.7%增至 87.4%。其中

长 江 经 济 带 沿 线 省 市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604.6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的35.5%。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
出口作用明显。2016 年全年，我国对外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 5000 万美元以
上的项目815个，较上年同期增加91个，
累计合同额 2066.9 亿美元。亚吉铁路、
中巴经济走廊等一批国际产能合作和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成功实施。

去年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长 44.1%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为亮点

虚拟运营商要告别“野蛮生长”
金 文

国家能源局 16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16 年，全社会用电量 5919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0%，增速比 2015 年大幅提升
4.5 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去年用电量出
现大幅回升，主要得益于全国气温偏暖和
同期基数偏低，但是考虑到国家化解产能
过剩的力度，仍然可以认为实体经济运行
显现出稳中趋好迹象。

“预计气温因素拉高全年增速2个百
分点左右。”中电联专家表示，气温天气成
为用电量回暖的重要因素。根据气象部
门监测数据，三季度全国平均气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高温天气
显著拉高了用电负荷及电量增长。

资料显示，去年全国多地遭遇高温天
气，空调负荷激增，使得居民生活用电大
幅增长，尤其是第三季度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量增速节节攀升。其中，2016 年 7 月
26日，全国日发电量达192.29亿千瓦时，
创历史新高。

上年同期基数偏低也是用电回暖的
重要原因。受宏观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下
滑及气温偏低等因素影响，2015年全社会
用电量仅增长 0.5%，相对 2014 年回落了
3.3个百分点，基数偏低拉高了去年增速。

当然，用电回暖中也透露出实体经济
运行稳中趋好迹象。数据显示，去年三季
度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8%，明显高

于一、二季度，与8月、9月制造业PMI、工
业增加值增速、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主要
指标表现情况总体相匹配。

分产业看，2016年，第二产业用电量
421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实现由
负转正。在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回暖等因
素作用下，二季度以来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波动上升，市场预
期好转，其主要产品产量增速逐步提高，
带动用电增速明显回升，也带动第二产业
及其制造业用电增速逐季提高。除化工、
建材、钢铁冶炼、有色金属四大高耗能行
业用电量同比下降外，新兴技术行业及大

众消费品业增长势头较好，反映出当前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效果继续显现，电
力消费结构在不断调整。

第三产业用电量 7961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1.2%，持续保持较高增速，显示
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前些
年的传统高耗能行业持续向服务业、生活
用电以及新兴技术行业转换。我国经济
增长中服务业消费的拉动作用突出。

此外，火电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减少，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继续降低。今年
国家出台了促进燃煤发电有序发展相关
政策，前三季度火电完成投资同比下降
8.4%，降幅逐季扩大。

去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0%——

实体经济运行显现稳中趋好迹象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中国人民银
行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份，央行外汇占款规
模为219425.26亿元，较2016年11月份下降3178亿元。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健分析认为，12月
外汇占款减少主要受人民币贬值预期、季节性因素及央
行调控等因素影响。贬值及贬值预期持续较强背景下，叠
加元旦、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市场主体购汇意愿持续
较强，结汇意愿低迷。央行调控也对外汇占款产生一定影
响。但监管部门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加之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有关2017年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的表述，一定程度上
使得市场预期有所分化，外汇占款降幅略小于11月份。

刘健预计，短期内外汇占款降幅有望逐步收窄。
1 月份以来，监管部门针对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加
强，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进一步受到抑制。美元指数冲
高回落，人民币贬值的外部压力有所缓解，且人民币汇率
的波动幅度明显扩大，市场预期有所分化。短期内美联
储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往往表现
不佳，而中国短期经济数据企稳向好有望延续，人民币汇
率有望阶段性企稳，资本外流压力也将阶段性减轻。

去年 12 月外汇占款下降 3178 亿元

铁路牵引变电所是电气化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铁路局五府山变电所于2015年6月正式投入运营，是合福高铁上海拔最高的

一个变电所。 徐 斌 姜 靓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已披露
2016年度业绩预告的创业板公司中，超过八成的公司业
绩实现同比增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 月 16
日，创业板共有 155 家公司披露 2016 年度业绩预告，占
创业板公司总数的 26.72%。155 家公司中，盈利实现增
长的公司（盈利预增、扭亏为盈）共有 129 家，占比达
83.23%。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前三季度，546 家创业板公
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5110.72 亿元，同比增长 32.36%；
实现净利润618.39亿元，同比增长44.30%。

创业板公司盈利质量方面亦有所提升。创业板公司
2016 年前三季度销售毛利率为 29.93%；销售净利率为
12.53% ，连 续 4 年 呈 现 上 升 趋 势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
7.80%，创下最近5年新高。

根据统计数据，创业板公司 2015 年初至 2016 年前
三季度未进行实质重组的共有 410 家，共计实现净利润
452.18 亿元，贡献了创业板 73.12%的净利润，与其公司
数量 75.09%的占比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这部分公司实
现净利润同比增加了123.55亿元，占创业板净利润增加
额的 65.08%，表明内生增长为创业板业绩增长的主要
因素。

内生增长强劲的创业板中，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
展新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颇高。546家创业板公
司中，有 390 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 71.43%。
2016年前三季度，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3541.49亿元，实现净利润386.98亿元，分别占创业
板整体的 69.30%与 62.58%，其中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
保产业更是取得了84.94%和48.46%的净利润增速。

在创业板，一批创新型企业得到持续发展。从收入、
净利润看，2016 年前三季度创业板年收入超过 20 亿元
的公司达41家，净利润超过3亿元的公司有33家。

已披露2016年业绩预告显示

创业板公司八成以上实现同比增长

◎ 去年用电量大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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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亢舒从
16 日召开的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国棚户区改造新开
工600万套的目标任务已经确定，要加快
棚改进度，2017 年新开工项目进度要快
于去年，续建项目也要力争早日竣工和
入住。

据介绍，棚改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国

务院有关部门将尽早下达中央补助资金，
各地要加快落实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棚户区改造贷款，为加快棚改进度创造条
件；要依法依规控制棚户区改造成本，科
学规划腾空土地，确保按合同约定及时偿
还贷款；要继续提高房地产库存量大的城
市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推进棚户区改
造，要符合城市规划，结合生态修复、城市

修补工程等要求，重视维护城市传统风貌
特色，要加快配套设施建设，高度重视工
程质量安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表示，
2016 年不仅按照棚户区改造三年计划

（2015—2017 年）安排，全面完成了开工
600 万套的目标任务，而且表现出 3 个明
显特点：一是棚改工作动手早，绝大多数

省（区、市）2016 年棚改开工进度明显快
于2015年，15个省（区、市）在去年9月底
就完成了全年开工任务；二是货币化安置
力度大，2016 年全国棚改货币化安置比
例达到 48.5%，比 2015 年提高 18.6 个百
分点；三是实现了按合同约定及时偿还贷
款，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棚改贷款的
逾期不还率、贷款不良率均为0。

今年全国将新开工600万套棚户区改造房
房地产库存量大的城市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继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