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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有望基本完成或提前完成煤炭去产能任务——

提高供给质量成煤炭业主攻方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随着去产能工作稳步推进随着去产能工作稳步推进，，我国煤炭市场供需基本我国煤炭市场供需基本

平衡平衡，，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行业整体效益行业整体效益

稳步回升稳步回升。。从工作进度看从工作进度看，，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在煤炭去产能任务有望在20182018年基本完年基本完

成或提前完成成或提前完成。。但是但是，，当前煤炭行业相对落后产能依然较多当前煤炭行业相对落后产能依然较多，，结构结构

性去产能任务艰巨性去产能任务艰巨，，全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将成为煤炭行业接下来全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将成为煤炭行业接下来

去产能去产能、、促发展的主基调促发展的主基调

湖北十堰市在工业领域的首个
PPP 项目——十堰新能源汽车产
业园项目一期即将“开门迎客”。

据介绍，这个投资总额约 20
亿元、已有 15 家中国沃特玛创新
联盟企业签约入驻的项目，产品涵
盖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池、电
控、电气系统等，形成了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
值将达300亿元，利税4亿元，新
增就业岗位1200个。

十堰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举措接二连三。今年8月份，东

风雷诺日产联盟新能源汽车项目落
户十堰，产能达 12 万辆，预计
2019 年投产；10 月份，由沃特玛
主导的十堰至呼和浩特干线充电线
路建成，成为国内最长的新能源物
流走廊。

目前，十堰已有新能源汽车整
车 生 产 企 业 7 家 ， 产 能 达 30 万
辆，千亿元级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初具雏形。今年上半年，十堰新能
源商用车产量占湖北省新能源商用
车总产量的50%，表现抢眼。

随着产业聚集，规模效应逐渐
显现。十堰市国税局局长何日成介
绍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后，
不仅上游电池企业税收快速增长，
而且下游整车企业所得税也大幅增

长，基本扭转了以前因增值税倒挂
造 成 传 统 汽 车 产 业 减 收 的 被 动
局面。

以沃特玛、东风特专、东风
特客、东风小康为例，今年 1 月
份至 11 月份，这 4 家企业累计入
库税收 1.9 亿元，同比增长 44%，
增收 5808 万元。其中，沃特玛 1
月份至 11 月份累计生产新能源电
池 3.71 万组，销售 2.44 万组，实
现销售收入 13 亿元，增值税净增
701 万元。东风小康产销两旺、
利税双增，与去年同期相比，产
量增长 35.9%，销量增长 41.5%，
销售收入增长 50.1%，缴纳增值
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10948
万元。

2016 年以来，我国 30 万吨及以下
小煤矿数量减少近一半。到今年底，全
国煤矿数量将从 2015 年的 1.08 万处进
一步减少到 7000 处左右。根据规划，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化解淘汰过剩
落后产能8亿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调
节局局长赵辰昕指出，从总量上看，去
产能任务有望在 2018 年基本完成或提
前完成，但煤炭行业相对落后产能仍然
较多，结构性去产能任务依然艰巨。

“我们必须逐步以总量性去产能为主转
向结构性优产能为主，从以退为主转向
进退并重，通过先进产能有序地增，实
现落后产能尽快地退，既优化存量资源
配置，又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
动态平衡。”

转向结构性优产能

当前，全国 30 万吨及以下小煤矿
仍有约 3500 处，产能约为 5 亿吨，这
些煤矿产量占全部产量的10%左右，安
全事故占比却在50%以上。在全部煤炭
生产能力中，达到一级安全质量的标准
化煤矿只有 18 亿吨，不到有效在产产
能的一半。

赵辰昕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将是煤
炭先进产能有序增、落后产能有序去的
格局。全面提高煤炭供给体系质量，核
心是全面提高安全、清洁、现代化、低

成本和稳定供给水平。
为实现这一转变，我国将加快退出

安全保障程度低、风险大的煤矿，加快
退出落后产能煤矿，提高安全供给水
平。严格控制劣质煤的开发、进口和使
用，推进绿色开采、洗选加工，促进高
效转化和清洁利用，提高清洁供给水
平。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机械化、
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现
代化供给水平。退出开采成本过高的煤
矿，降低企业过高的负债率和过高的财
务成本，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低
成本供给水平。

“我们还必须增强产能弹性，增加
调峰产能和应急储备产能，保持总量结
构动态平衡、价格处于合理区间，为清
洁能源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和支撑；同
时，优化产业链布局，加快煤炭调入地
区 储 运 中 心 建 设 ， 提 高 稳 定 供 给 水
平。”赵辰昕还指出，全面提高煤炭供
给体系质量，最重要的是所有企业都要
重视安全生产、依法依规和诚实守信。

保持总量动态平衡

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供需保持
总体平衡，随着促进优质产能释放、提
升煤炭运输能力等措施的落实，煤炭的
产量、运量和库存量均明显增加。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规模
以上企业生产煤炭28.5亿吨，同比增加

1.3 亿吨，增长 4.8%。铁路累计运煤
17.9亿吨，同比增长16.6%。截至11月
20日，秦皇岛港存煤701万吨，同比增
长 14.3%；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17 亿
吨，可用25天。

值得注意的是，受诸多因素影响，
特别是历史积累的违法违规问题制约了
产能释放，局部地区出现煤炭供应偏
紧、价格波动情况。在赵辰昕看来，供
给体系质量的内涵是多方面的，稳定供
给则是供给质量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标
志是总量动态平衡、品种动态优化、价
格合理稳定、供需有序衔接。

记者了解到，近两年来累计化解过
剩产能超 5亿吨，目前全国煤矿总规模
52亿吨左右，扣除基建和技改煤矿，有
效产能在 40 亿吨以上，加上明年新投
产煤矿和一定数量的净进口，实现供需
总体平衡是有保障的。因此，2018 年
煤炭供给总体充裕，将为煤价处于合理
区间提供良好基础。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建立了增减
挂钩指标交易制度、最高和最低库存制
度、调峰和应急储备产能制度、特殊情
况下的减量化生产制度等一系列长效机
制，能够有效确保煤价处于合理区间。
有关部门也在鼓励煤炭市场各方早签、
多签、签实中长期合同，供需双方努力
构建长期、稳定、诚信、高效的合作关
系，以全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根据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对 2017
年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信用数据采集情
况，不管是煤炭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支
持中长期合同制度，履约率超过 90%。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部分企业签约率偏
低以及部分合同质量不高，有量无价，
不利于执行。

赵辰昕表示，合同一经签订必须严
格履行，中长期合同履约率应不低于
90%。2018年将继续开展第三方信用服
务机构合同履约信用数据采集工作，并
纳入信用记录。对今年签约履约不够好
的企业要约谈，问题突出的要内部通
报，明年签约履约情况要在一定范围内
公开，并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

科学有序推进去产能

目前，煤炭去产能任务越往后推进
难度越大。煤炭行业集中度偏低、落后
产能多的特点决定了去产能总量任务完
成后，还要持续推进结构性去产能、结
构性优产能。

赵辰昕指出，在今后一段时间，要
更加突出市场化法治化去产能，严格执
行产能退出标准，坚决退出长期停产停
建、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以及没有生存
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僵尸企业”，坚决
退出违法违规和不达标的煤矿，加快退
出安全保障程度低、风险大的煤矿，加
快退出 9万吨及以下的小型煤矿，分类
处置和有序退出开采范围与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重叠
的煤矿。同时，加快优质产能建设项目
竣工达产，合理增加煤炭有效供给。统
筹推进煤炭去产能、保供应与稳价格工
作，实现煤炭供需动态平衡。

“煤炭行业以至整个能源领域，一
定 要 结 合 去 产 能 ， 加 快 构 建 长 效 机
制。”赵辰昕说。首先，要建立常态化
的增减挂钩减量置换指标交易制度。今
后任何形式的煤炭新增产能都需要购买
指标，购买指标的内容、数量、比例会
动态调整，但增减挂钩购买指标的大政
策将长期坚持。其次，要建立长效的中
长期合同制度，这一制度将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尊重企业自主协商，
政府将加强引导，提供运力等环境保
障，重点是加强信用监管。再次，要建
立长效的最低与最高库存制度，以及调
峰产能和应急储备产能制度。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将研究建立
以常态化调峰产能为基础、应急性调峰
产能和应急储备产能为补充的调峰产能
体系，不断增强煤炭产能调节弹性，既
做到能源供应能力适度超前，不出现供
应紧张问题；又做到价格不跌出合理区
间，不引发行业恶性无序竞争。

湖北十堰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本报记者 胡文鹏 通讯员 陈晓娜 侯小波

腾讯入股永辉超市

互联网企业加快布局“新零售”
本报记者 陈 静

12月 11日晚间，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腾讯拟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5%股份。此外，腾讯拟对永辉超市控
股子公司永辉云创增资，以取得永辉云创15%的股权。

作为新零售业态“超级物种”的母公司，永辉云创一直
担任永辉超市“创新部”的角色，除了孵化“超级物种”外，还
有“永辉生活”门店和 APP。目前，“永辉生活”已落地近
200 家门店，“超级物种”门店数为 19 家。因此，腾讯入股
永辉超市，也被解读为腾讯希望通过资本运作，与阿里巴巴
旗下的新零售样本“盒马鲜生”相制衡。

在互联网企业支持下，传统零售业“破旧立新”，其中
“新”就体现在以盒马鲜生、永辉“超级物种”、百联RISO、大
润发优鲜等为代表的“未来商店”，这些“未来商店”和传统
超市不同，基本都提供食材现场加工和堂食，同时与手机端
深度打通。如盒马鲜生提供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半小时配
送，消费者可直接通过手机在线上下单。

巨头们在“未来商店”上的布局，体现出传统电商和传
统零售业在生鲜品类销售上的探索。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曹磊告诉本报记者，生鲜商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
方式更有利于盈利。这也意味着，“超级物种”与腾讯合作、
积极寻求与线上融合的机会是正确的打法。

从今年下半年起，腾讯就一直在大范围接触“新零售”
项目，但美团旗下生鲜超市章鱼生鲜进展较为缓慢，迄今只
在北京开出一家店。与腾讯深度合作的京东，其生鲜超市
京东7Fresh也在筹备中，尚未开业。“‘京腾系’迫切需要一
个具备全国性网络布局、成熟的生鲜新零售门店体系来牵
制、抗衡‘阿里系’。”曹磊表示。

目前，阿里巴巴已经将包括银泰、苏宁云商、百联、三
江、大润发、盒马鲜生、易果生鲜等“囊括”旗下，涵盖了百
货、商超、生鲜、便利店等各大零售业态。腾讯此番入股永
辉超市后，也将给整个生鲜电商市场带来力度更大的“挤
压”。“生鲜市场格局逐渐明朗，形成了‘两超多强’的格局，
进入洗牌淘汰阶段，大量的资本玩家会陷入瓶颈。”曹磊表
示，“活下来的企业将有望迎来生鲜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受
政策大环境、用户渗透率上升、模式确定、标准化程度提高、
仓储冷链物流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今年将是生鲜电商产
业链走向成熟的起点”。

从整个零售业来看，“超市+餐饮”模式已成为线下商
超的普遍选择。预计零售行业在“新零售”环境下会有四种
发展趋势：一是科技以及数据在整个零售行业中发挥的价
值会越来越大；二是跨界融合，线上零售商不断向线下发
展，线下零售商不断开展线上业务，线下线上相互同步、拥
抱；三是线下、线上合作将越来越紧密，合作方式从业务合
作到战略合作，甚至转变为资本合作；四是零售业的整个业
态，包括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专卖店、商场超市、便利店等
都将加入“新零售”，并且加入速度会越来越快，与“新零售”
越来越紧密。

倾听纳税人的心声，想纳税人所想，为纳税

人谋利益是地税机关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江苏

省泰州市靖江地方税务局从开展的“听民声、顺

民意、解民忧、促发展”等一系列活动的经验总

结和提炼中，着力把民声税务作为服务品牌来打

造，旨在进一步弘扬广大地税干部敬民惠民，爱

岗敬业，争创一流的精神。

服务无止境，倾听“民声”解民意，“民声”

地税品牌扎根于靖江地税、融入于靖江人民。近

两年，靖江地税党组成员实地走访 300 余户次，

机关科室走访500余户次，基层分局走访近1000

余户次。年均开展“岗家结对”、“爱心妈妈”、

“慈善一日捐”、“温馨关爱活动”6次，每年结对

帮扶特困户固定约 50 户。开展“党员先锋队”、

“地税青年志愿队”等系列活动，不断扩展“民声

地税”品牌覆盖面。

民声地税服务品牌的创建和实施，不但能够

给靖江地税文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使得靖江地

税在广大纳税人和人民群众中赢得好名声。目

前，靖江地税通过品牌酝酿发布和实施推广，已

经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充分肯定，并已经创成了

“泰州品牌”，适应“品牌靖江”、“品德靖江”的

需要。

下一步，靖江地税将推进“四品”建设，丰

富放大民声地税服务品牌效能。坚定的信心、振

奋的精神、昂扬的斗志、自有的特色所包含的精

神风貌和阳光气质就是靖江地税特有的品格。高

点定位，勇于跨越，追求卓越，以及快人一拍的

节奏，高人一筹的谋划，先人一步的行动就是靖

江地税特有的品位。细致中催生极致，细节中彰

显内涵，细化中诞生精品，细微中升华无限，细

密中追求质效就是靖江地税特有的品质。建一流

队伍,树一流形象,争一流业绩，创一流特色就是

靖江地税特有的品牌。而上面的“四品”间，品

格是根基，品位是高度，品质是保证，品牌是目

标。总之，民声地税服务品牌仍将是靖江地税今

后一个时期内为靖江重树苏中标杆，率先融入苏

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奋斗目标。

江苏靖江:着力打造民声地税服务品牌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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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南站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61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9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0月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二路 86 号、88 号、90
号、96号、98号、100号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体育场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60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70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顺城街252号顺吉大厦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五福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59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71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2月3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五福桥东路229号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罗浮世家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58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7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升桥北街5号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石板滩东风街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248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镇东风西街 77、79、
81、83、85号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4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桥津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89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新津县五津镇兴园3路5号附1号3栋1层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4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广福桥北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00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59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12月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广福桥北街6号附16-19号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15日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楠支行
机构编码：B0214S251010035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吉南路46、48、50、52号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机构编码：B0002K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1
批准成立日期：1979年12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场路6号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江仓山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106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560026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8月20日
住所：四川省中江县仓山镇光明路 167 号、169 号、171
号、173号、175号、177号、17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12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藏花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21S25101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2月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龙祥路2号附65号1层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航空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54
许可证流水号：00563367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8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临港路三段 66
号附100号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8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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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

范围：许可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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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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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