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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2月 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假期 7
天，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达 195.7 万 TB，在去年春节超两
倍增长基础上，同比增长130%。

春节期间移动数据流量消费增长翻倍的重要原因，包
括拜年方式视频化、春节活动视频分享化、线上线下融合业
务普及化和流量资费一体化等多重因素。“随着支付、视频
等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与普及，用户流量消费呈爆发增
长态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发展与经
济研究部工程师左铠瑞说。

2019 年春节假期 7 天，每日流量消费基本相当，除夕
和初一两天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分别同比增长 118%和
122%。在各类公益短信和企业拜年短信的拉动下，春节假
期全国移动短信发送量达133.3亿条，同比增长7.7%。

从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到短视频拜年，科技的发展影响
着传统春节习俗。抖音2月12日发布的《2019春节大数据
报告》显示，春节期间多人合拍视频增长43%，三四线城市
视频打卡量环比上涨 117%，近 3000万用户使用了抖音春
节贴纸视频给亲友送上新年祝福。

同时，微信音视频通话、网络红包等拜年方式已成为用
户习惯。农历除夕到初五期间，微信发送总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64.2%；8.23亿人参与微信红包活动，同比增长7.12%。

随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京东等网购平台推出“春节期
间不打烊”，用户使用手机线上线下节日消费也成为趋势。
京东大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19 年春节期间销售
额同比增长42.74%。美团官方数据显示，生活服务在线渗
透率较高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春节期间通过平台消费
的用户数分别增长14%和16%。

此外，越来越多用户选择在春节期间出游，并享受移动
支付、线上娱乐等流量消费。据统计，2019年春节假期，在
用户非常住地的微信支付消费共12.4亿笔；微信运动全体
用户合计走出 9.63 万亿步，同比增长 50%；微信读书用户
共阅读1510万小时。

移动数据流量消费翻倍增长离不开降价这个推手。“近
年来，3 家运营商围绕流量经营相继推出一系列不限量套
餐和互联网流量卡，并通过低价、融合业务捆绑等促销方式
争夺用户的第二卡槽。不仅满足了用户大流量消费需求，
且有效推动了移动数据资费价格持续下降。”左铠瑞说。

据了解，2019 年春节期间，基础电信企业利用微信公
众号、手机 APP、官网等手段，为返乡用户提供线上下单、
线下配送的便捷服务，在各火车站、汽车站等开设游子卡、
返乡卡受理点，开展新春贺卡送流量红包等促销活动。其
中，中国移动推出了 2 天至 15 天出境游不限量资费包，满
足用户在全球 220个国家和地区出游需求，还围绕“返乡、
回家、团圆”等年节特点推出春节流量假日包。中国电信也
推出了港澳台流量9.9元/天的优惠套餐。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成功实现
了利用 5G 技术开展 4K 超高清视频直播。中国电信在深
圳分会场投入了全国第一台全网通5G应急通信车，实现了
2G/3G/4G/5G 移动网络一站式应急覆盖能力。中国移动
也建设多个 5G 基站，圆满完成了央视春晚的超高清直播
任务。

春节假期移动数据流量消费增长 130%

价格降了，视频拜年火了
本报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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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供求失衡或将困扰产业发展，专家建议——

煤炭业防风险重在“稳供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近期有报告预测，2019年煤炭业平稳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缓慢下行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有可能出现

阶段性供求失衡。综合来看，煤炭业既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也不会出现2016年下半年那种“煤超疯”式行

情。专家建议，煤炭行业应稳定供给，构建相对平衡和均态的市场格局,从而稳定煤价；同时要不断提升克服

困难与化解风险的能力——

近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煤
炭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矿（北京）中国
煤炭产业经济景气指数研究报告》指出，
煤炭产业 2018 年景气度较上年明显趋
弱，2019 年仍压力较大，缓慢下行趋势
短期内难以改变，有可能出现阶段性供
求失衡。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表
示，煤炭产业应稳定供给，构建相对平衡
和均态的市场格局,稳定煤价；同时要不
断提升克服困难与化解风险的能力。

景气度稳中有变

当前，煤炭业总体运行平稳。据中
国煤炭经济研究院监测，在上年三四季
度出现较大幅度下跌背景下，2018年一
季度煤炭产业景气度反弹至 98.06，而
后逐季下落，全年景气度为97.68。

“从 2018 年全年走势看，煤炭产业
景气度有变弱趋势，但降幅有收敛迹
象。”岳福斌说，在十大指标中，四季度末
同比上升的有5个，分别是煤炭产量、进
口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和投资；出口、
库存、价格、应收款和用工数5个指标同
比下降。

具体来看，2018年煤炭业主营业务
收入为22660.3亿元，同比增加5.5%，增
速较上年同期收窄 20.4 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888.2亿元，
同 比 增 长 5.2%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速

（290.5%）大幅度回落。不过，业内人士
指出，上年同期利润增幅大，主要由于同
比基数低所致。

此外，2018年煤炭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为2804.63亿元，同比增长5.9%，较
上年同期增幅扩大 18.2个百分点，显示
出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投资意愿增强。

成绩来之不易

业内认为，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密不可分。

据了解，我国已累计化解过剩煤炭
产能近 7 亿吨，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有效
化解；在以债转股为主要手段的去杠杆
过程中，企业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势头
得到遏制；以降低政策性成本为重点的
降成本措施，有效缓解了企业成本居高

不下的矛盾；以解决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不足、转型升级迟缓问题的多项补短板
措施也正在全面推进。

“如果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整
个煤炭产业需求疲软、有效需求没有跟
上来的情况下，煤炭产业实现相对平稳
的业态是绝不可能的。”岳福斌说。

下游行业需求相对稳定，也为煤炭
产业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数据显
示，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为68449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8.5%，创 2012年以来增
速新高。

同时，钢铁产业运行稳中向好。全
国粗钢产量首破9亿吨，达92826万吨，
同比增长 6.6%，是 2015 年钢铁产业步
入低谷以来的最快增速；钢材产量突破
11亿吨，同比增长8.5%。

此外，水泥价格一路上扬，2018 年
全国均价达 458 元/吨，较 2017 年上涨
100 元/吨，带动水泥产业整体走势不

错。全国水泥产量达 21.7亿吨，同比增
长3.0%。

在内部因素方面，煤炭企业逐渐由
高速增长的规模速度型向高质量发展的
质量效益型转变。企业主动放弃价格战
思维，朝精细化管理方向迈进，根据市场
需求变化主动调整产量，稳定煤炭价格，
加强内控管理，降本提效，对标高质量发
展，实现了增速放缓条件下的稳定运行，
效益同比增幅超过了产量增幅。

应对下行压力

报告预测，2019年煤炭产业下行压
力较大，短期内难以改变景气度缓慢下
行趋势；从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
看，若调控不力，供求平衡局面有可能被
阶段性打破，煤炭市场价格下行的可能
性较大。

岳福斌表示，2019年我国煤炭市场

需求增量有限。作为煤炭产业最大消费
户的火电产业对煤炭的需求可能减少；
钢材出口或将继续回落；在“房住不炒”
政策背景下，房地产业仍将处于调整之
中，建材市场继续低迷。

此外，煤炭占能源总消费比重下降
也是大势所趋。据预测，2019年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到 14.6%左右，天
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8.3%左右，煤炭消
费比重下降到58.5%左右。

不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
步深入，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陆续出台，
经济新动能陆续释放，煤炭业景气度有
望温和向好。综合来看，2019年煤炭产
业既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也不会出现
2016年下半年那种“煤超疯”式行情。

“总的来看，2019 年我国煤炭产业
景气度有望呈现缓慢下行、温和调整、先
抑后扬、相对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岳
福斌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煤炭产业发展
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
的矛盾。

比如，随着产能置换推进和新建先
进矿井陆续投产，新产能过剩问题有可
能生成，如市场有效需求不能同步跟上，
煤炭市场价格有下跌的苗头，企业盈利
水平会下降，自我积累能力会进一步减
弱，正在推动的“去杠杆”还没完全落地，
又不得不再去融资“增杠杆”；在资本市
场不给力，融资难、融资贵的环境下，纾
解资本金供给不足之困惑，将成为煤炭
产业下一步发展面对的困局。煤炭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岳福斌建议，煤炭产业应密切关注
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根据能源结
构性和市场信号变化，调控产能释放，稳
定煤炭供给，构建相对平衡和均态的市
场格局，以实现煤炭价格相对稳定；坚定
不移化解过剩产能，落后产能要坚决出
清，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要坚决退出
市场，同时要保护发展先进产能，产能市
场化减量置换值得推广，应给予政策支
持，但要防止形成新过剩产能；通过科技
创新、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产
业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韧性和化解风
险能力，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煤
炭产业新业态。

新科研成果发布，引发市场对技术加快应用的想象——

氢燃料电池汽车离我们还有多远
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智文

最近，A股市场中燃料电池概念较为
活跃，中通客车、长城电工、鸿达兴业、雄
韬股份、雪人股份、大洋电机、华昌化工等
个股集体拉升。据了解，这与新科研成果
引发市场对氢燃料电池技术加快应用的
想象有一定关系。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发布公告称研发出新型催化剂，可解除
氢燃料电池一氧化碳“中毒休克”危机，延
长电池寿命，拓宽电池使用的温度限制，
确保其在寒冬也能正常启动。

“氢燃料电池目前有很多突破性的
创新和专利，且具备空气污染较小、技术
相对成熟等优势，但成本居高不下制约
了其发展进程。”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
东表示，“一旦成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未来氢燃料电池技术将成为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氢能源应用领域，日韩等汽车巨
头涉足较早。2013 年 2 月份，世界第一
辆量产版氢燃料电池车现代ix35 FCV
正式下线，如今NEXO也蓄势待发；本田
Clarity、丰田 Mirai 等概念车也已经批
量生产。未来，韩国计划到2025年将氢
燃料电池乘用车的年产能提升至 10 万
辆；日本则预测到2030年全球燃料电池
市场规模将比2017年增长28倍。

相比纯电动汽车而言，氢燃料电池
汽车具有“充氢时间短，续航持久”的特
点。据了解，本田 Clarity 概念车加注氢
燃料只需 3 分钟，可实现最大续航里程

750 公里。因此，氢能源车产业正吸引
越来越多的车企。去年 6 月份，韩国现
代与奥迪签订合约，将协作研发氢能源
技术，希望发展氢能源汽车产业链。此
外，通用和本田、宝马和丰田等都已建立
起了相关合作。

聚焦国内市场，我国很早就形成了
以大学研究院为主体的氢能源燃料电池
研发机构，并为汽车应用打下了一定基
础。在乘用车领域，上汽集团推出了荣

威 950 插电混动燃料汽车，长城汽车此
前也收购了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
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并计划在 2022年
推出首款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商用车领
域，宇通和福田的氢燃料电池客车已经
得到实际应用，中国重汽也研制出了 3
款氢能源燃料车型。

目前，国家在政策层面对氢能源燃
料汽车给予了大力支持。2018 年 2 月
份，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 4部

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规定，
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标准不变，同时地方
单车补贴额不超过国家单车补贴额度的
100%。

从长期来看，“随着燃料电池辅助系
统批量制造，实现关键零部件包括空压
机、增湿器批量化生产，燃料电池系统成
本可以大幅度下降，最终氢燃料电池汽
车成本会降低到传统车水平。”有车企负
责人表示。

不过，发展氢能源汽车仍面临着诸
多问题，如氢能源存储难、加氢站建设难
等。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共
有 328 座正在运营的加氢站，其中国内
共有 12座。然而，这些加氢站主要是为
研发型及示范性汽车提供加注服务，无
法有效普及。

针对上述问题，2018 年我国提出，
要系统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同时
加快车载储氢系统技术发展。到 2020
年，实现燃料电池汽车批量生产和规模
化示范应用。业内人士表示，氢能应用
是重要发展方向，未来或将改变现有能
源格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欧阳明高甚至给
出了具体的时间节点，“2025 年，燃料电
池技术将会成熟，累计推广汽车将会达
到5万至10万辆”。

届时，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以及
技术不断提升，具备高效率、低污染以及
长续航等优势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将得到
快速发展，并最终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为在车展上拍摄的丰田Mirai氢燃料电池车。

新华社记者 牛晓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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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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3月02日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6 号大连富力中心写字

楼40层03-05单元

邮政编码：116001

电话：0411-82355800

传真：0411-8235599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1月23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