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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月实现总额7080.1亿元，同比下降14.0%——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滑有缘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 今年春节假期因素对生产经营影响周期更长，客观上带来了不小影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样本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 用“营业收入”替代“主营业务收入”，不妨碍数据使用，影响并不大

樱花园游客再创历史新高——

武汉催热“赏花经济”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保障能源安全、构建多元化车用燃料需求——

甲醇汽车迎来“政策加油”期
本报记者 刘 瑾

甲醇相对汽油更经济实惠。目前，我国在发动机改装和专门
开发甲醇汽车发动机方面已经有一些技术储备，安全性方面也没
有太大障碍

各地应根据自身资源情况制定发展规划，车企也要根据条件
和技术储备情况确定甲醇汽车发展战略，不宜盲目跟风投建

“赏花游”成为时下武汉最热的词汇。3月 23日，武汉
大学 3万个网上预约赏樱花名额前一天就被抢空；东湖樱
花园入园人次突破8万，再创历史新高……

3月25日，记者从武汉火车站了解到，3月22日武汉到
站旅客量为 85114人，其中大多数为赏花游客。武汉火车
站工作人员刘奎书介绍，借助武广高铁，广东、香港游客慕
名而来。同时，今年游客来源地范围更广，北方客人逐步
增多。

近 10年来，武汉锁定“新花城”旅游品牌集中发力，一
批赏花精品项目纷纷落地。中心城区东湖现有梅园、樱园、
荷花园、杜鹃园、牡丹园等5园，落雁岛玫瑰园也已建成；张
公堤公园，建成了百亩桃林、百亩玉兰林、百亩芙蓉林、百亩
花海等城市赏花带。远城区黄陂云雾山有 10万亩野生杜
鹃花，黄陂、新洲、蔡甸有 10 万亩油菜花。“迎得春来非自
足，百花千卉共芬芳。”伴随赏樱热，武汉快速形成全域赏
花、全季赏花格局。

“今年的赏花游市场，将融入更多本地特色旅游元素。”
湖北嘉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齐海涛介绍说，在产品设计上，
今年赏花线路嫁接了更多季节性旅游产品，对市场起到了
很大拉动作用，如“赏花+温泉”“赏花+三国文化”等。

以花为媒，“赏花经济”迅速在武汉兴起。武汉市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杨相卫表示，着力打造新花城，武汉各种配套
设施日趋完善，正逐渐成为游客“来了不想走”的城市。

近年来，武汉市成立赏花游发展领导小组，全面启动赏
花基地建设，出台赏花游3年建设总体实施方案，首次推出
12 条精品赏花游线路：春有浪漫樱花游、湿地观鸟赏花游
等 5条线路；夏有莲花水乡游、木兰故里草原风情赏花游；
秋有品桂花游；冬季有赏梅、观鸟等3条线路。

2018 年，武汉共接待游客 2.88亿人次，赏花高峰期接
待游客 849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赏花游综合收入达
157亿元。

“‘赏花经济’的背后，是发展思路的转变，直接促进了
产业结构调整。”武汉商学院武汉旅游研究院院长薛兵旺告
诉记者，下一步武汉可完善“花居、花食、花行、花游、花购、
花娱”为主要内容的夜色旅游项目；还可以通过竞赛、会展
等活动，增加赏花旅游的趣味性、文化性和互动性。此外，
赏花游产业链还可以延伸，如开发花饮料、鲜花饼、精油等
周边产品。

3月23日，武汉大学樱花盛开。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日前，国家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在
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应用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推动甲
醇汽车应用，实现车用燃料多元化，保障
能源安全。其中，在山西、陕西、贵州、甘
肃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汽车
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 M100 甲醇汽车
应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
来，汽车行业一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适
当发展甲醇汽车。《意见》 的下发，意
味着甲醇汽车发展有了国家政策推动，
行业发展步子将会迈得更快。

在多元化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形势
下，甲醇汽车此番得到政策“加持”并非
偶然。

众所周知，我国“富煤贫油少气”。
目前，国内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且
原油和天然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同
时，国内煤炭资源中 40%以上是高硫煤，
这些高硫劣质煤不适宜直接作为发电或
工业燃料，但却可用于生产甲醇。同时，
目前甲醇燃料生产技术成熟，特别是通

过劣质煤、煤层气、焦炉气制取甲醇，可
以实现对煤炭资源最大化清洁合理
利用。

“甲醇相对汽油更经济实惠。同时，
目前我国在发动机改装和专门开发甲醇
汽车发动机方面，已经有一些技术储备，
安全性方面也没有太大障碍。”叶盛基介
绍说，甲醇汽车推广也已经有了一定的
市场基础。

自2012年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先
后在山西、上海、陕西、贵州、甘肃5省市
10座城市陆续开展，分17批公告发布9

家甲醇汽车生产企业 32 款甲醇汽车产
品，形成了甲醇轿车、甲醇/柴油二元燃
料重型商用车、微型车、城市客车等不同
系列车型，初步具备了甲醇汽车产业
基础。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认为，此次国家再次发文力推甲
醇汽车应用并进一步提高标准，是出于
保障能源安全、构建多元化车用燃料需
求的良性生态格局需要。

推广甲醇汽车应用体现了国内车
企的诉求。对于国内车企而言，《意

见》 的推出将是一个利好，特别是在
传统燃油汽车发展前景不佳、新能源
汽车竞争激烈的大情况下，部分车企
可 涉 足 甲 醇 汽 车 领 域 提 高 自 身 的 竞
争力。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建议，在
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地区，可适度
发展“煤制醇”，推动普及甲醇燃料和甲醇
汽车，加强甲醇汽车准入及运行管理；鼓
励对甲醇燃料、甲醇汽车技术持续创新，
加强行业监管，制定专业性改装技术标准
和规范。

《意见》也部署了甲醇汽车的标准体
系建设，提出将加强甲醇汽车国际标准制
定，组织制定甲醇汽车发动机技术条件、
专用润滑油等相关标准，持续完善甲醇燃
料及加注体系标准。

“和吉利一样，国内不少车企已经
在甲醇汽车上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都对
甲醇汽车抱有积极态度。”叶盛基表
示，各地应根据自身资源情况制定发展
规划，车企也要根据条件和技术储备情
况确定甲醇汽车发展战略，不宜盲目跟
风投建。

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
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
数据。数据显示，1 月份至 2 月份，全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7080.1 亿元，同比下降 14.0%。而去年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增速为10.3%。

结合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主要
经济指标数据看，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
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在宏观经济延续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的形势下，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缘何大幅下
降？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

春节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前两个月，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4.2%；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
下降 13.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4.5%；私营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8%。

分行业大类看，在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2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个
行业持平，20个行业同比减少。

“部分重点行业利润下降与春节假
期因素是影响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
因。”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
分析说，今年前两个月，汽车、石油加工、
钢铁、化工等主要行业利润下降明显。

朱虹表示，根据测算，扣除汽车、石
油加工、钢铁、化工等 4 个行业，前两个
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0.2%。

事实上，与上年相比，今年春节假期
因素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周期更
长，客观上也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不
小影响。

“春节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并不
局限于7天长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毛盛勇分析说，从经验看，春节前大约
4 天至 5 天，春节后大约 15 天至 20 天，
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带来一定影
响。春节有时候在 1 月份，有时候在 2
月份，春节时间的变化就会对 1 月份、2
月份一些经济指标的同比和环比增速带
来一些扰动，甚至有时候对 3 月份的指
标也会带来影响，这种现象叫作“春节假
日移动影响”或“春节因素”。

毛盛勇表示，从工业来看，春节前 4
天和春节后大约 15天至 20天都会对企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一定影响。今年
的春节是2月5日，2月5日前4天是在2
月份，2月 5日之后的 15天至 20天也集
中在 2 月份，因此春节对工业生产的影
响集中反映在2月份。

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实际增长5.3%，增速较2018年12
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14.8万亿元，同比增长
3.3%，增速比去年全年亦明显放缓。工业

生产和销售供需两端同比增速均略有放
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利润增长。

不宜对比上年同期公布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3月27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两个月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9689 亿
元，同比增长16.1%。

但是，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080.1亿元，为何同
比降幅为 14.0%，而不是网友们计算得
出的26.9%？

事实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营业收入等指标增速均按可比口径
计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所公布的同指
标数据之间有不可比因素，不能直接相
比计算增速。

一方面，根据统计制度，统计部门每
年都会定期调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
范围。换句话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
计样本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变
化之中。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标准
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
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
注（吊）销企业等变化。

例如，有些企业过去虽然不在样本
库里，但上一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00万元，则下一年度就会纳入统计。

“营改增”政策实施后，服务业企业
改缴增值税且税率较低，工业企业逐步
将内部非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剥离，转向
服务业，也使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有所
下降。在这部分工业企业中，有的可能
面临从规模以上企业中剔除，有的则需
要对去年的利润数据作相应扣除。

由此可见，不同时间节点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量是不同的。例如，2016
年为 37.9 万个，2017 年为 38.5 万个，
2018年年底为37.8万个。

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加强数据质量
管理，国家统计局也在不断加强统计执
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规
模以上工业统计要求的企业予以清理，
对相关基数依规修正。同时，自2017年
第四季度开始，统计部门还对企业集团

（公司）跨地区、跨行业重复计算予以剔
重。此外，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
位全面清查结果，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调查单位作了核实调整。这些因素都将
对统计数据带来一定影响。

正因如此，要计算得出“可比口径的
增长率”，就不能简单地把今年的统计结
果与去年发布的统计结果相比，而是要
把今年的样本数据与今年样本的上年数
据相比较。

营业收入指标调整影响不大

在本次工业效益数据发布中，国家
统计局对个别指标作了调整。例如，取

消发布集体企业数据，并用“营业收入”
替代“主营业务收入”。

记者了解到，以往发布的集体企业
数据，是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为“集体”
的企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登
记为“集体”的企业比重不断下降（2018
年集体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 企 业 的 比 重 仅 为 0.18%），因 而 从
2019年起，取消发布集体企业数据。

用“营业收入”替代“主营业务收入”，
其实影响不大，不妨碍数据的使用，更不
是为让数据“好看”而调整统计口径。

多年以来，我国工业统计一直沿用
“主营业务收入”反映企业经营规模及经
营状况。随着企业经营活动日益多元化
和会计制度不断改革，适时调整反映企
业经营规模的总量指标已势在必行。

从2019年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的
“主营业务收入”调整为“营业收入”，以
全面反映工业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状
况。与此对应，将“主营业务成本”调整
为“营业成本”；以“主营业务收入”和“主
营业务成本”派生的一系列指标，如“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每百元主营业务收
入中的成本”等指标也相应作了调整。

记者了解到，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营业收入”反映企业全部经营业务实现
的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则是其中一
项。“主营业务”是指企业营业执照规定
的业务范围。随着企业经营活动日趋多
元化，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也不再局限
于工业性活动，“主营业务收入”已经不
能准确反映工业性经营活动的规模。

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中，企业财务报表
已无“主营业务收入”项目。使用“营业
收入”指标符合会计制度改革方向，更加
便于企业理解和填报，减轻基层负担。

目前，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企业财
务统计和发布已经使用“营业收入”指标
反映经营规模。从近年数据情况看，“营
业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两者绝对值
差异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8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营业收入
增速差异基本在 0.1 个百分点左右。
2018年以来，在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
中已同步发布了“营业收入”指标，2018
年两者总量差距为 2.6%，增速差距为
0.1个百分点。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文化和旅游部将
于今年3月份至7月份开展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
认定工作。

根据全域旅游工作部署，全国共有 505家单位被列入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录。全域旅游示范区有何意
义？发展全域旅游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表示，全
域旅游示范区是我国旅游发展探索的新路径，应瞄准当前旅
游发展中的主要问题、重点难题实施改革，加大创新力度。
全域旅游示范区所在地具体情况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具体措
施不能千篇一律，要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在体制机制、政策
措施、业态融合等方面出台新举措，推动新发展。

据了解，为了鼓励创新，验收认定文件中专门设计了创
新加分项目，具体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措施创新、业态
融合创新、公共服务创新等方面。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韩元军认为，我国处于大众旅游
初级阶段，各地旅游基础和约束条件存在差异，设置加分项
目可以激发创新活力，形成地方之间互学互促机制，最终形
成以游客为中心的目的地发展体制，不断满足游客对于美
好生活的追求。

此外，“旅游+”和“+旅游”方式是丰富旅游产品的有效
手段。坚持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
作用，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全域化关键环节，也是带动相关
领域改革，充分释放以旅游为突破口带动地区全面改革发
展的关键环节。对创建单位来讲，必须根据自身优势，因势
利导地发展“旅游+”。

公共服务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公共
服务总体水平还相对较低。因此，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大力发展旅游公共服务，引领
我国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为此，《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
标准（试行）》对旅游公共服务的设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此外，对涉及旅游安全等公共服务，包括重大安全事故等问
题设计了一票否决项。

首批国家示范区验收认定在即

全域旅游有望全面推进
本报记者 张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