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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储气调峰体系 保障今冬明春供气

我国天然气年调峰能力达117亿立方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全球电子商务重心转向新兴市场
新闻回放：4月11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发布的《世界电子商务报告》显示，全球已有7个国
家网购用户数量过亿、超过 70％的国家已通过电
子交易法、全球电子商务重心正转向新兴市场。

点评：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在过去十多年中快

速增长，势头仍在持续。各国正在通过政策加大

力度支持电子商务发展。从市场规模上来看，中

国仍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电子商务市

场。未来，全球电子商务将朝着从粗放式扩张到

精细化发展、从泾渭分明到边界模糊、从发达地区

到新兴市场、从资源驱动到技术驱动的方向发展。

天然气预售交易将启动
新闻回放：4月11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

心宣布将联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在本月18日启动
首场预售交易，为上下游企业在夏季和冬季的供
需提前对接。

点评：去年下半年，由于天然气消费大幅增

长，叠加天然气市场消费本身明显的峰谷特征，短

期内供需失衡一度导致价格暴涨，给上下游企业

带来巨大影响。启动预售交易，一方面上下游企

业可以提前一段时间对接供需，锁定气量和价格，

推动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资源渠道；另一

方面通过交易也可以发挥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

利用价格信号，为企业和行业的生产经营与调峰

安排留下充足应对时间。

5.5亿亩主要农作物实现绿色防控
新闻回放：日前，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面积达
5.5亿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27.2％，比 2014 年
提高7.2个百分点。

点评：近年来各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因地

制宜地推进病虫绿色防控，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我国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仍未根

本改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有

效遏制，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仍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加快推进病虫绿色防控，引领农业绿色发

展，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农业供给体系

质量的迫切需要。

未来3年至5年OLED投入规模可达300亿至500亿美元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规模明年将冠全球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预计未来3年至5年，我国OLED生产线的投入规模可达300亿至500亿美元；中国

面板产能有望在2019年成为全球第一。但目前我国企业还缺乏核心技术，必须建立起

产业集群，并加强研发攻关。在印刷及柔性显示方面，我国有望实现后来赶超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4月12日，国家邮政局发布
《2018 年 3 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3 月份中国快
递发展指数为 140.8，同比提高 22.8%。值得关注的是，跨
境快递业务实现高增长，同时一季度快递服务满意度、快递
时效均有提升。预计4月份全国快递业务量将达40亿件，
同比增长34%。

3 月份，快递业务量完成 39.4 亿件，同比增长 29.9%；
快递业务收入完成484.5亿元，同比增长26.6%。国际及港
澳台快递业务完成1.1亿件，同比增长56%，增速比快递业
务整体增速高出近26个百分点，成为增长新亮点。

“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向好，为跨境寄递创造了新机遇。”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监管研究处副处长耿艳说，
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增速连续 10个月高于快递业整
体增速，并有望保持加快发展态势，这主要源于“一带一路”
推动了国际大通道建设，加速带动中国快递走出去。

一季度，用户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得分为 77.6 分，同
比上升0.4分，较去年四季度上升0.3分。春节期间用户满
意度达到81.1分，较去年同期上升2.8分。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快递管理处处长余艳表示，这
一方面得益于去年四季度业务储备的加强；另一方面得益
于主要品牌快递企业“春节不打烊”，以及春节后各快递企
业迅速全面恢复正常生产运营。

3月份同比增长56%

跨境快递高增长将成常态

本版编辑 杜 铭

储气库正在我国能源保障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4月6日，中石油西南
油气田公司相国寺储气库开始注气作
业。至此，中石油23座储气库全面开始
注气作业，为今冬明春保障供气作准
备。从中石油2018年生产计划看，地下
储气库要注气 8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
亿立方米。

专家表示，地下储气库在调峰和保
障供气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
明显优势，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天然气储
气调峰体系。

保障2亿多居民用气

地下储气库，是将天然气重新注入
地下可以保存气体的空间而形成的天然
气气藏，集季节调峰、事故应急供气、国
家能源战略储备等功能于一身。经过
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主要天然气消费
区建成气藏和盐穴两类储气库25座，年
调峰能力达 117 亿立方米，高峰日采气
量突破9000万立方米。

与此同时，我国地下储气库建设还
刷新了地层压力低、地层温度高、注采井
深、工作压力高等多项世界纪录，成功解
决了“注得进、存得住、采得出”等重大难
题，建库成套技术代表了我国最高水平，
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赵政璋表示，
地下储气库在调峰和保障供气安全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明显的优势，越
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重
视。目前全球在运营的地下储气库约
630 座，总容量约为 3600 亿立方米，其
中北美和欧洲建设和运营了全球约98%
的地下储气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
参考与借鉴。

赵政璋介绍，中国1999年才建成第
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调峰储气库，即
天津大港大张坨地下储气库。伴随着中
国经济和天然气工业快速发展，近年来，
我国储气库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
建成地下储气库25座，天然气年调峰能
力超过 100 亿立方米；特别是储气库建
设与运营系列技术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
关键性突破，弥补了中国天然气产业链
的空白。

目前，我国的储气库调峰作用覆盖
10 余个省市，为 2 亿多居民生活提供了
保障。尤其为首都冬季平稳供气发挥了
巨大作用，向北京提供了 30%至 40%的
高峰用气量，保障了居民生活用气，有效
缓解了雾霾现象发生。

据统计，截至 3 月 17 日，我国储气
库已累计注气 507 亿立方米、采气 387
亿 立 方 米 ，综 合 减 排 9200 万 吨 二 氧
化碳。

储气能力仍存巨大缺口

虽然取得巨大进步，但根据国际经
验，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一般不能低于
天然气总消费量 10%的红线，目前我国
只有 4%左右，储气能力仍存在巨大缺
口，调峰保供面临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天然气消费
量突破2373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接近
40%。去年11月份以来，我国北方大部
分地区天然气需求不断攀升，同时中亚
来气供应持续不稳定，天然气缺口高达
几十亿立方米。

“由于储气库建设不足，夏季压产及
冬季压减用户用气量，对上游生产及下
游销售均造成影响。”国家能源局原副局
长张玉清说。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指出，
天然气消费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全国冬
夏季平均峰谷差高达 1.71，尽快建立健
全天然气储气调峰体系已经是国家能源
储备战略的最大课题。

2017年6月份，国家发改委等13个
部委联合发布的《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
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30年，我国地下
储气库要形成有效工作气量350亿立方
米，但目前只有100多亿立方米。为此，
除地下储气库之外，还需建设一批城市
大型储气罐群和类似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的储气设施。目前我国这类储气基础设
施十分薄弱，除北京等大城市有一定的
城市储气能力外，其他二三线城市储气
能力几乎为零。

缺乏政策支持和合理的商业模式是
储气库建设面临的尴尬现状。中石油西
南油气田公司储气库管理处副经理蒋华
全透露，相国寺储气库运营一年，仅电费

支出就高达 5000 万元；此外，天然气每
立方米的调峰成本在 0.5 元以上，其他
储气条件稍差的储气库调峰成本甚至高
达 1 元/立方米，经营只能靠企业自身

“输血”。“要大范围推广建设储气库，国
家必须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以调动各
方积极性。”蒋华全说。

市场化改革调动积极性

当前，我国储气库建设面临诸多制
约因素。比如，储气库投资、建设与运营
主体尚未实现归口统一管理，协调环节
多，职责相对分散，难以发挥整体优势；
储气库相关政策、法规等尚未真正落地

（如用地审批、调峰气价政策等），储气库
业务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天然气生产、
运输、终端销售均有调峰责任义务，各方
承担职责尚未落实到位，天然气产业有
效联动机制尚待进一步理顺。

“市场化运营是发展趋势。”张玉清
说，国外储气库运营管理的基本模式是
公司化运营，随着天然气产业发展，多种
经营模式并存。目前，我国储气库正处
于快速发展初期，管理模式与国外早期
模式相似，以中石油为例，主要是由上游
天然气生产商负责建设和管理。

要进一步推动储气库发展、彻底解
决气荒问题，最终要靠市场化手段，采用
不同定价机制，提高企业和地方政府建
库积极性。欧美国家实行天然气峰谷价
政策，美国天然气冬夏价差50%以上，法
国冬季气价是夏季的1.2倍至1.5倍。

采用市场化方式定价，按照渐进式
改革模式，推进调峰气价格改革是重要
一步。“工业用气与居民用气价格差别较
大，应加快推进价格市场化。要加强气
价体系监管，确保供气商、运营商和消费
者各方利益合理化。”张玉清说。

此外，合理的储气收费模式和标准
是储气库得以生存的条件，也是储气库
走向商业化运营的前提。中国石油规划
总院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应设立重大专
项资金支持储气库前期评价及建设工
程，提升储气库建设速度；进一步开放工
作气量交易市场，实施库容、工作气量及
调峰能力的灵活交易，推进储气库业务
市场化；放开储气库建设市场，推动国
家、地方、企业和外资共建储气库。

近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17》显示，我国
在新能源生产供给、推动能源转型方面
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亟待突破。

专家表示，部分清洁能源的供给仍
然不足。比如，在工业煤改气和北方冬
季取暖煤改气等因素的拉动下，天然气
需求集中释放，超过供应能力。2017
年冬季以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

“气荒”。报告建议，要解决冬季用气紧
张状况，从短期来看，要严格执行“压非
保民”措施，做好煤改气产销衔接；从长
期来看，需要加大天然气供应能力和储
气调峰能力建设，扩大进口来源。

为此，还需要在价格方面有配套措
施，尽快推出季节性气价，对部分用户

实施优惠气价。
专家表示，除了供给不足外，稳定

性不足和并网不充分等因素也阻碍了
新能源的发展。2017 年，我国仍存在
弃水、弃风、弃光、核电机组限出力的现
象，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仍不能满足非化
石电源发展的需求。

为此，报告建议各类非化石电源协
调发展，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在系统调
峰能力无法满足要求时，各类电源都要
参与调峰运行。与此同时，扩大峰谷电
价应用范围，从消费侧提升电力系统调
峰能力；推广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从供
给侧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

针对当前广受关注的西南水电外
送这一热点问题，专家表示，一要政府

主导，由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力
量研究消纳市场和通道落点；二要方向
合理，送电方向要符合国家能源流向总
格局；三要多方共赢，要充分考虑受端
地区的合理诉求。

报告还建议，要加强清洁能源替
代，优化天然气需求侧管理，平稳有序
转变能源消费方式。煤炭行业宜继续
精确实施去产能政策，防范化解炼油产
能过剩风险，统筹安排淘汰落后产能与
发展先进产能，提高有效供给能力。要
有序推进核电发展，协调发展非化石电
源，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壮大清洁能源
产业。促进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新
能源微网、储能等示范项目推广应用，
培育新增长点，尽快形成新动能。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建议——

尽快推出季节性气价
本报记者 齐 慧

“平板显示产业过去几年累计投资
超过1000亿美元，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
制造业，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液
晶显示屏制造国之一。预计到2019年，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规模将达到全球最
大，中国已成为全球显示产业新引擎。”
在近日召开的 2018 国际显示技术会议
上，科技部高科技技术中心副主任卞曙
光说。

长期以来，我国将显示产业作为一
个重要的技术方向给予重点扶持。特别

是围绕OLED、液晶显示、激光显示、Q—
LED 等一系列技术方向作了部署和安
排。过去一年，我国有包括 10.5 代、11
代以及 6 代 AMOLED 等多条面板生产
线投产或开工建设。2018 年，还将有多
条OLED面板线投产或扩产，预计未来3
年至5年，我国OLED生产线的投入规模
可达 300 亿至 500 亿美元；中国显示面
板产能有望在2019年成为全球第一。

不过，繁荣背后难掩隐忧。美国物
理学家、OLED 材料之父、美国国家工程

学院院士邓青云说：“中国虽然已经有了
OLED 生产的基础，但未来还有一段比
较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
公司能够生产 OLED 的关键原材料，很
多关键原材料都要从国外进口，价格十
分昂贵，中国也没有掌握其核心技术。
中国企业必须建立起产业集群，并加强
研发攻关，而不是盲目依赖进口。”

“印刷技术的导入，有望提升中国显
示产业的发展水平，由跟随转变为引
领。”广东聚华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付东说，印刷显示可以用印刷喷墨
工艺替代传统的半导体蒸镀工艺，我国
有望实现相关技术突破。

去年 10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广
东聚华公司作为承建单位，建立了国家
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目前该中心
建立了 G4.5 印刷及柔性显示研发公共
开放平台，成功攻克了印刷及柔性显示
的关键技术，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引领的
转变，印刷及柔性显示产业生态正在集
聚。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显示行业
首个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实体公共平
台，它以技术开发转让和专业孵化为运
作核心，可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支持。

“我们将聚合国内外优势企业和高
校，共同开展印刷显示方面的技术创新，
把公共平台建成国内印刷显示技术开发
的重要基地，从而促进整个显示产业的
发展。”付东说。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常云亮报道：记者近日了
解到，河北唐山市利用互联网技术，统筹管理路南区 27座
分散的楼宇，建成了楼宇经济与服务外包产业虚拟园区。
园区管委会主任王森介绍，园区自 2017 年 8 月份开始运
营，目前已经有981家企业入驻；今年1月份至2月份，园区
入驻企业累计纳税3477万元。

据介绍，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园区各项服务功能得以
充分发挥。借助园区云办公、云物业、云政务三大服务板
块，位于 27 座不同楼宇内的企业可以在同一平台网上办
公、资源共享，享受物业在线管理、政务在线申报、线上工商
注册以及税务登记等一站式服务。2018年，园区还与中国
联通唐山分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新型智慧园区、云
上楼宇，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财务报销系统、培训系统等服
务，全面提升其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目前，中海油、中国人寿财险、财达证券等知名企业纷
纷入驻该园区，总数已达近千家。作为唐山承接京津地区
企业转移的重点项目，园区内京津企业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该园区还将逐步向唐山其他县区拓展，最终辐射整个
唐山市，可承载上万家企业，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

河北唐山：

分散楼宇巧变虚拟园区

地下储气库在调峰和保

障供气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和明显优势。近年

来，我国储气库建设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已建成地下储气库

25 座，天然气年调峰能力达

117 亿立方米。但与国际水

平相比，仍存在巨大缺口。需

要进一步理顺政策、完善定

价机制，使储气库走向市场化

运营，以调动各方积极性

4月6日，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相国寺储气库开始注气作业。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