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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对黄

金饰品的需求持续提升，金饰

市场不断升温，产品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同时，年轻消费者

成为近年金饰市场的重要增

量，围绕年轻人消费需求的K

金和3D硬金引领了市场潮

流。此外，虽然我国黄金珠宝

首饰行业面临瓶颈，但在新技

术、新思维推动下，仍然具备

巨大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

今年三季度需求量同比增长10%——

金饰市场升温 发展潜力不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中国与世界粮食市场融合程度持续提高——

强化贸易合作 维护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刘 慧

当前，通过全球贸易实现全球资源和人口的匹配是一条必由之路，粮食贸易

也不能例外。自由的世界粮食贸易，对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促进各国农业繁荣和

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面对世界粮食生产

和贸易的新形势，亟需进一步加深全球粮食贸易合作

4万余家能源企业创新能力调查显示

传统能源技术创新势头强劲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在深圳百泰集团金饰品生产车间，工艺技术人员正在制作金饰品。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玛湖10亿吨级特大油田勘探提速

新疆油田直井产量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 景

随着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积聚，中
国的金饰需求在过去15年里增长3倍以
上，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金饰市
场占全球需求量的30%。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在国内最具影
响力、交易量最大的珠宝专业交易市场
——深圳水贝调研时发现，目前我国黄
金饰品消费稳中向好，K金和3D硬金成
为消费新时尚。

金饰需求稳中有升

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得益于成功的节日营销策略与产品
持续创新，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金饰需
求同比增长10%至174.2吨，七夕和中秋
对三季度金饰需求有所提振。

世界黄金协会表示，中国金饰市场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以前，中国消
费者购买金饰仅仅是因为金饰含有黄
金，但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金饰的
装饰作用，年轻消费者尤其将金饰视同
为一种展现个性、获得社会认可和接纳
的方式。

今年以来，黄金首饰消费逐步走
强。周大福商品管理部黄金科副总经理
韦剑锋表示，随着中国内地经济逐渐走
向消费主导，消费持续复苏，加上三四线
城市消费需求逐步崛起，内地黄金首饰
需求保持稳定。另外，基于可支配收入
增加、中等收入人群不断增长，以及来自
千禧世代等年轻人的需求激增，金饰消
费动能充沛，代表消费品质的“轻奢侈
品”及名贵奢侈品消费需求得到了有力
支撑。

中国金饰看深圳，深圳金饰看水
贝。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秘书
长郭晓飞表示，自 2013 年以来，黄金珠
宝产业集聚基地已在罗湖水贝片区形成
了创意设计、研发、制造加工、展示、批
发、销售和检测一条龙产业链。截至
2018 年9月份，深圳珠宝产业已有各类
法人注册企业超过5000家，个体工商经
营户超过 15000 家，大小珠宝交易批发
市场约为 30 家，行业制造加工总值约
1500 亿元，批发、零售贸易额约 450 亿
元，产业队伍超过15万人。深圳全年黄
金、铂金实物提货量，占上海黄金交易所
实物销售量的 70%，3D 硬金制造加工、
硬金镶嵌宝石首饰制造加工业几乎都在
深圳。

年轻化带动了革新

曾几何时，我国黄金市场由 24K 金
饰主导，这种金饰对年龄较大的消费者
很有吸引力，但年轻人就不感兴趣了，因
此金饰商推出了18K黄金（又名K金）。
K 金被认为比 24K 黄金更时尚更实惠，
而且利润率更高。

甘露集团副总裁郑焕坚介绍，市场
上主要销售的 K 金为 18K 及 22K，分别

是 金 含 量 在 75% 和 91.6% 的 合 金 产
品。从工艺角度来说，K 金具有硬度
高、韧性小、亮度高、不易变形等特点，
因为这些特性，使得 K 金首饰可以制作
出比足金首饰更多的造型款式和更多
的颜色，也就更加时尚前卫，更容易被
消费者接受。K 金的工艺复杂性和款
式多变性，也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对
于零售商而言，K 金比足金有更多的利
润空间。

此外，3D 硬金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这种金饰不仅可以满足预算较低的消费
者，而且硬度是24K黄金的4倍，但使用
量只有传统金饰的三分之一。凯恩特常
务副总经理罗小武表示，凯恩特2006年
成功研发了3D硬金工艺，有效地解决了
长期以来困扰黄金首饰因质地软容易磨
损、容易变形的难题。3D硬金具有面大
金轻，硬度高、耐磨性强，款式新颖时尚、
细致精美等特点。3D 硬金因为工艺技
术和款式的独特性，未来的发展潜力依
然巨大，因为款式和价格也更符合年轻
人的审美和消费需求。

粤豪珠宝总经理戴世畅表示，“消
费年龄层降低是当前黄金消费的特点，
今年三季度粤豪珠宝 K 金类饰品销量
增幅超 40%，3D 硬金销量增幅超 60%，

主要原因就是更加年轻化的消费需求
强劲”。

打破瓶颈挖掘潜力

经过几年的优化结构和产业升级，
我国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已经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不过，与黄金饰品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金饰产业目前仍存在设备不
够先进、产品同质化严重、知识产权保护
欠缺等瓶颈。

深圳黄金珠宝文化研究会会长曹阳
直言，与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黄金首饰工艺并不差，差距主要在
设备上。例如，国内黄金生产商所用织
链机大多进口自意大利和德国，激光点
染机则进口自瑞士。百泰集团创始人周
桃林表示，从机械设备来看，国内需要将
密集型企业转换成半自动化、自动化生
产模式，提高自主研发水平，加大设备技
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激发研发人员的创
新精神。

郑焕坚认为，国内目前黄金饰品同
质化严重，同时对珠宝首饰产品设计产
权维护仍不到位。罗小武也表示，黄金
首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严重，
特别是坚持原创、坚持创新的企业更是
受到很大影响和伤害，即使申请了外观
设计，也难以避免被模仿抄袭，因此国家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珠宝行业的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

虽然黄金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瓶颈，
但不少创新因素已不断显现。周大福珠
宝集团执行董事陈世昌提出，利用尖端
技术来增加黄金产品款式，同时将创造
一体化销售渠道，为客户提供更顺畅的
全渠道体验。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黄金饰品企
业在新媒体应用、自媒体建设方面也投
入了大量精力。一方面可以快速推广
新产品、新工艺，另一方面也可以快速
收集客户的反馈信息。“面对更加注重
产品设计及情感表达的年轻消费群体，
制造商要进一步创新产品，从生产、设
计、工艺上着力，打造深具文化内涵，同
时又时尚新颖、工艺精湛的经典产品。
以数据为基石，研究年轻群体的消费心
理及消费喜好，以消费需求反哺设计研
发，尽早推出有效的、个性化的产品与
服务。”周桃林表示。

同时，大数据的应用也有利于识别
消费痛点。郑焕坚表示，甘露珠宝在这
种变化之中，对自身企业也作出了相应
改变，即从传统的产品驱动型企业转向
了数据驱动型企业，产品研发及业务销
售策略都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制定的。“大
数据让企业比以往更加了解黄金珠宝市
场的需求，能够精确定位区域及区域消
费者，精准服务于各大品牌及区域品牌，
做到将最匹配的产品资源提供给客户。”
郑焕坚说。

11月27日，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
国际粮食贸易联盟共同主办的世界粮食
贸易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世界粮食
贸易趋势展望”为主题，共同探讨交流世
界粮食生产和贸易新形势，面临的新问
题及深化粮食贸易合作。

“自由的世界粮食贸易，对维护世界
粮食安全、促进各国农业繁荣和发展、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意义。”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中
粮集团总裁于旭波认为，粮食生产需要
土地和淡水资源，但全球土地和淡水资
源与全球人口分布结构明显不一致。通
过全球贸易实现全球资源和人口匹配是
一条必由之路。世界贸易组织参赞乌
拉·卡斯克表示，国际贸易可以让需要粮
食的国家获得粮食，对全球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也是世界粮食贸易大国，在世界粮食贸

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今年以来，中国
的粮食够不够吃，中国未来的粮食贸易
怎样发展，世界粮食价格将在多大程度
上因为中国的变化而变化，再次引发全
世界的关注。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历届
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粮食供给完全
不存在问题。

经济日报记者在此次世界粮食贸易
论坛上了解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
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粮食产
量由1978年的6000多亿斤增长到2017
年的 12358 亿斤，并且连续多年超过
12000亿斤。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
食作物实现自给，肉、蛋、菜、果、鱼等产
量稳居第一。现阶段，中国小麦、稻谷和
玉米三大主粮存在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
给不足并存问题，中国通过种植结构调
整，优化粮食供给结构，提升粮食品质，
满足了消费者消费水平日益提升的

需求。
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超过13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对全球粮
食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中国的
资源禀赋也决定了依靠本国资源难以解
决全部农产品和食品需求，充分利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解决中国
粮食问题的必然选择。

据介绍，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农业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贸易规
模快速增长。2001 年到 2017 年，农产
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279.2 亿美元增长
到2013.9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3.1%，
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贸易
总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 6%。粮、
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增加了国内
的有效供给，减缓了资源压力，满足了消
费需求，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优势农产
品出口，对促进农业增值增效和农民就

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中国
坚持推进贸易自由化，农产品平均关税
由 1992 年的 46.6%削减到 15.2%，是世
界上关税水平较低和贸易自由化程度最
高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坚持推
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坚持推进多边农业
交流与合作，农业合作机制不断建立、深
化和完善，发展农业援助体系，为提高发
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会专家认为，从未来的发展趋势
看，中国粮食市场与世界粮食市场的融
合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当前，中国进入
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越来越多样化和高标准，很多企业的国
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合作的意愿
也非常强烈。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为世
界粮食贸易注入了持久动力。但是，需
要世界各国通过更多的贸易合作来共同
打造中国这个大市场。

“这次世界粮食贸易论坛将成功
地推进国际粮食贸易联盟使命，并在
全球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支持全球
粮食贸易，以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国
际难题，同时也可以有效地推动全球
粮食、油料、豆类和其他产品的国际贸
易。”国际粮食贸易联盟主席盖瑞·马
丁说。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
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行榜2018——
能源企业榜单》近日在北京发布。排行榜首次对全国
40000余家能源企业的创新能力开展全覆盖、全方位的评
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列“能源企业创新能力百强
榜单”前三位。

榜单由“大宏观·创新课题组”主导完成，课题组组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表示，在中国已
经成为全球风能、太阳能、水电等新能源发电量和装机规模
世界第一的前提下，准确全面评价中国能源企业的创新能
力能够为提高中国能源企业的全球技术领导力提供指引。

课题组发布的关于能源企业创新能力报告显示，能源
企业创新能力主要集中在传统能源领域，在新能源领域的
创新能力也成长迅速。陈彦斌表示，本次入围“能源企业创
新能力百强榜单”企业中，主营业务或者核心业务为电力、
石油和煤炭的企业分别达到了36家、26家和9家，3个传统
能源领域总计入围71家企业，说明基于传统能源技术的创
新仍然是当前中国能源创新的整体趋势。

同时，6家主营业务为新能源的企业入围“能源企业创
新能力百强榜单”，而且这些企业近3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均比较靠前。

报告发现，创新能力在能源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分布较
为均衡，但在能源生产与传输环节的创新能力占优。课题
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晓华表示，从入
围前100强的企业在整个能源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分布可以
发现，能源装备制造业企业入围25家，能源工程企业入围
20家，能源技术服务企业入围31家，能源生产与传输企业
入围24家，产业链各个环节入围的企业数量大致相当。不
过，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均为能源生产与传输企业，可见生产
环节的能源企业创新优势突出。

报告指出，不同能源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反
映了能源企业创新能力分布过于集中。夏晓华表示，在前
100强能源企业中，创新能力最强的前3家企业专利申请
总 数 为 63500 项 ，占 前 100 强 企 业 专 利 申 请 总 量 的
37.89%。发明专利的集中程度更为明显，前三位企业申请
的发明专利占前100强的44%。

陈彦斌建议，能源企业应在提高传统能源领域创新能
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中国能源
生产装备的大型化、能源工程的大规模化和能源生产与传
输的集中化是导致当前中国能源企业创新能力产业链分布
特征的重要原因，未来随着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
化，能源技术服务企业需要在创新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此外，要尽快改变能源企业创新能力分布过于集中的
状况，增强能源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在能源企业创新领导
者与创新追随者之间逐步形成合理梯度。

近日，新疆准噶尔盆地玛湖地区玛湖015井在侏罗系
八道湾组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未压裂日产油405.6立方
米、日产气3.6万立方米，压力保持稳定，创新疆油田公司
直井产量历史新高。至此，中国石油新疆油田今年油气预
探已新获工业油气流36井52层，其中诞生4口百吨井。

目前，由于新疆油田已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持续开发，产
能建设主体——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断裂带也面临着多年再
无重大突破的局面。对此，新疆油田以“跳出断裂带、走向
斜坡区”的勘探思路，创立了凹陷区砾岩油藏勘探理论技术
体系，并发现了全球最大砾岩油田——玛湖10亿吨级特大
油田。

玛湖10亿吨级特大油田的发现，是近年来我国最大的
油气勘探成果，是当前国内最为现实的增储上产接替区。

“经过10余年持续攻关，丰富发展了陆相生油与砾岩沉积
学理论，建立了砾岩大油区成藏模式，集成创新了砾岩高效
勘探技术，从而跳出了断裂带的传统思维，发现了10亿吨
级玛湖大油区，不仅实现了几代新疆石油人为国再找大油
田的夙愿，也为我国乃至世界砾岩勘探提供了成功经验。”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副总经理、总地质师支东明说。

据悉，截至目前，玛湖油区多层系立体勘探格局基本形
成，中浅层高效开发前景可期。随着优质高效推进产能建
设，规模建产已全面铺开，玛湖油区今年计划新建产能95
万吨，全年产油 94 万吨。按照加快发展规划，玛湖油区
2021 年原油产量将达到 300 万吨，2025 年达到 500 万吨
并稳产6年。

图为在新疆油田玛湖油区钻井作业的井队。
本报记者 李 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