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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国天然气对外依

存度居高不下、储气能力不

足、市场机制不顺等问题，

我国进一步对加快天然气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大力提升

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构建多

元进口体系等作出系统部

署，从而推进油气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天然气

高质量发展——

面对对外依存度高、储气能力不足、市场机制不顺等问题——

天然气发展如何更有“底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2020 年深圳将率先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5G之城”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
《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9）》白皮
书。报告指出，2018年我国扎实推进天
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政策机制、重大
布局、重点项目逐步落地，天然气行业发
展迎来战略机遇期。随着天然气消费市
场的不断成熟，未来工业燃料、城市燃
气、发电用气将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天然气行
业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任重道远。专家建议，
应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以天然气管
网建设补足储气调峰短板，以推进市场
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天然气行业高质量
发展。

完善产供储销体系

近年来，全球天然气勘探不断取得
突破，天然气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国际
液化天然气（LNG）贸易活跃，世界市场
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溢价”趋于缓和，
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合同更加灵活，为天
然气资源引进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在我国，天然气在能源革命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2018年，按照中央决策部
署，各部门、各地方和油气企业强化天然
气发展顶层设计，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
度，完善重点地区基础设施布局，加快管
网互联互通，补强储气能力短板，完善市
场机制，强化督导协调，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取得了扎实成效。

更重要的是，国家加大推动天然气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储气能力建设工作
力度，基础设施布局逐步完善，互联互通
工作持续推进。2018年至2019年供暖
季，“南气北上”等互联互通工程实现了
新增供气能力 6000 万立方米/天的目
标，有力保障了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
截至2018年底，我国天然气干线管道总
里程达 7.6 万千米，一次输气能力达
3200亿立方米/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表示，天然气作为使用便利、能量密度
高、清洁低碳的优质能源，在未来 20 年
左右时间内，通过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融
合、协同发展，具备大规模替代煤炭、石
油等高排放化石能源的潜力。因此，加
快发展天然气，并着力打造成中国的主
体能源，必将大幅提升中国能源结构中
的清洁能源比重，真正实现能源品质

升级。

“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

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应红表示，近年来国家政策支
持力度大，油气企业的投入力度也在加
强，随着管网、储备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力度加大，天然气行业未来会有更好的
发展。

不过，报告指出，我国天然气产供储
销体系建设依旧任重道远，行业发展不
协调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报告显示，天然气进口量持续攀升
给能源安全保障带来压力。2007 年到
2018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
190.7 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
82.8亿立方米，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天然
气进口量年均增长达 107.9 亿立方米。
特别是2014年国际油价下降，导致国内
勘探开发投入降低，更多需要依靠进口
满足消费。

同时，生态保护对天然气高质量发
展也提出更高要求。油气资源富集区与
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
区客观上空间叠置，加之当前法规政策
缺乏对环境敏感区内生产建设活动分级
管控、分类施策的细化规定，环境敏感区
内油气生产建设活动受到限制。

储气能力不足、市场机制不顺成为
制约行业发展的两大短板。随着天然气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和储气调
峰领域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储气设施
建设开始集中发力，但受制于地下储气
库和LNG储罐建设周期较长，预计储气
能力按期达标存在较大压力。随着体制
改革的逐步推开，天然气行业“快速发展
期”和“改革阵痛期”双期叠加，加之配套
政策不完善，上中下游市场主体博弈日
趋激烈。

“天然气行业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
于供气调控能力严重滞后，上游供应市
场主体偏少，整个产业链条的成本有待
进一步降低。”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

清说。
“天然气上游勘探

开发的‘卡脖子’问题亟待突
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过快攀升，
使得供应的安全风险明显加剧；储气设
施建设落后于需求增长，造成储气能力
不足；市场机制不顺，导致终端用户气价
过高等问题依然突出。”王一鸣表示，这
些问题不解决，就有可能对天然气长远
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增储上产需要大力勘探

把天然气发展成为中国的主体能源
之一，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未来走势看，天然气在世界能源
消费结构中占比 23%，仍是未来唯一增
长的化石能源，国际能源署（IEA）、BP
等机构预测 2035 年左右天然气将超过
煤炭成为第二大能源。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表示，
2018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能
源的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加快推动天然
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关键要提升勘探
开发能力，既要坚定天然气作为主体能
源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内增储上产，也要
进一步加快实施补短板工程，统筹推进
天然气管网、天然气接收站、地下储气
库、应急储气和调控设施等项目建设，加
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天然气的
供应保障能力，切实推动天然气的高质
量发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郝芳也认为，要确保天然气行
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全方位的改革
创新，但最基本的是要加大油气勘探力
度，特别是加大天然气勘探力度，解决增
储上产这一核心问题。

报告建议，当前，应谋划天然气产供
储销体系建设重大布局，全力打造四川
盆地天然气生产基地，全力打造鄂尔多
斯盆地、新疆地区天然气主产区，全力打
造海上天然气生产基地，力争非常规天
然气勘探开发“全面开花”，加快区域地
下储气库群建设，全力打造环渤海天然
气供应保障体系。同时，要有序发展替
代能源，在现有煤制气产能基础上，加大
示范项目建设力度，推进战略技术储备
和产能储备任务落实。重点支持北方农
村地区发展生物天然气清洁供暖，力争
生物天然气产量实现突破。

在政策层面，王一鸣建议，一是要
深化油气体制机制改革，上游探索形成
有利于多元市场主体长期进入有序竞
争的市场机制；中游加快设立国家油气
管网公司，统筹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天
然气中间环节成本；下游继续推动市场
化和价格改革，从“最后一公里”确实降
低企业的用气成本。二是要加强政策
措施配套，继续研究配套有利于天然气
增储上产的财政税收金融科技和产业
的支持政策，建立天然气勘探开发及基
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
生态红线划定的协调机制，保障天然气
产供销体系建设的顺利实施。三是要
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在注重“走出去”的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引进来”，形成开
放条件下的中国油气领域对外合作新
局面。

近日，深圳市举行5G建设动员大会，发出全面加快5G
发展动员令，力争2019年底实现重点区域5G网络全覆盖，
2020年率先实现全市5G网络全覆盖和独立组网。

深圳市市长陈如桂表示，深圳将抢抓 5G发展先机,努
力把深圳打造成为全球5G产业标杆城市，引领世界科技革
命潮流，走在新一轮创新发展的最前沿。

“日积月累的创新集聚，是深圳 5G产业竞跑的底气。”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党委书记吴德林表示，深圳正以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应用发展，推动5G网络、技术、产品与
应用的深度融合，形成良好的5G产业生态。

统计显示，作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重镇，深圳电子信
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近四分之一，规模占全国的
六分之一，集聚了华为、中兴等一批领军企业，在5G标准制
定、频谱研究、技术创新、产品验证等方面率先布局，在细分
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同时，在我国已发放5G商用牌照的背
景下，深圳 5G 研发、网络规模建设不断发力。到 2019 年
底，深圳将建设 5G 基站 1.5万个，到 2020 年 8月底累计将
建成5G基站4.5万个，率先实现全市5G网络全覆盖。

在 5G应用示范方面，深圳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先后搭
建实施了“5G+智慧警务”“5G+智慧医疗”“5G+智慧园区”
等多个应用示范场景。9月3日，华为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
局联合发布了信息通信技术（ICT）联合创新实验室成果，
对外展示了双方在电力行业首次应用的多项领先技术成
果，实现了5G在电网实时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同时也是5G
在全球电力行业的首次成功试点，推广后可大幅降低配网
故障恢复时间，实现户外高清视频巡检。

接下来，深圳还将推动十大 5G 政务工程，在交通、警
务、城市管理、电力、水务、健康医疗、教育、旅游等十大领域
开展 5G 应用重点项目。“为了开展 5G 技术创新，今年 4月
深圳已挂牌广东省5G中高频器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接下来
还将积极申报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深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局长贾兴东指出，到 2022 年底，深圳力争打造出 2 个
超千亿元的5G产业集聚区。

为了推动深圳5G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1日，深圳市政
府出台了《深圳市关于率先实现5G基础设施全覆盖及促进
5G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措施》包括 6 个方面共
23条具体措施，围绕加快打造5G应用示范标杆城市，提出
加快 5G政务重点项目建设、建设 5G网络与应用融合试验
平台等6条具体措施。

“5G 网络要发展，基础设施必须先行。”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蔡彦平表示，作为5G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深圳铁塔将与电信运营企业一起，
坚持独立组网路线，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加快5G基础设施
建设。

“实施5G战略，我们要率先构建全球一流的5G创新生
态体系。”陈如桂称，5G建设不仅要有一流的基础设施，更
要有一流的生态体系。要从技术、研发、中试、人才、资金等
各领域着手，努力建设一批5G的重大创新载体，搭建一批
5G应用的重大平台，设立5G产业发展基金，实施最严格的
知识产权保护，着力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
化+科技金融”的创新生态链，努力打造国际领先的 5G 创
新中心。

消费者在深圳移动 5G 智慧营业厅体验移动 5G 服

务。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在日前举行的 2019 德国柏林
消费电子展（IFA）上，华为发布了最
新一代旗舰芯片麒麟 990 系列，包
括麒麟 990 和麒麟 990 5G 两款芯
片。其中，麒麟990 5G是全球首款
旗舰 5G SoC（系统级芯片），将在
5G 商用元年率先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卓越的5G联接体验。

据了解，麒麟 990 系列芯片将
在华为Mate30系列首发搭载，该款
产品将于9月19日在德国慕尼黑全
球发布。

华为麒麟 990 5G 芯片强在哪
儿？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
所研究员钟新龙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麒麟 990 芯片的主要工艺改进
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制程更先进，

性能更强大。二是麒麟 990 5G 芯
片 是 5G 真 正 芯 片 5G SoC 的 开
端，此前市场上发售的 5G 芯片，大
多是传统 4G 芯片加 5G 基带外挂，
麒 麟 990 5G 芯 片 集 成 了 巴 龙
5000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是第一
代可以称为 5G 手机 SoC 的标杆型
产品，对控制手机功耗、提升手机
性能有巨大帮助。

5G 商用初期，由于网络覆盖不
完善，5G 还面临着弱信号场景联接
不稳定、功耗较高、高速移动场景联
接体验不佳等挑战，影响用户的上
网体验。据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
承东介绍，麒麟990 5G芯片是业内
最小的 5G手机芯片方案，面积更小
功耗更低。同时，率先支持NSA/SA
双架构和 TDD/FDD 全频段，是业
界首个全网通5G系统级芯片。

“可以说，华为麒麟 990 5G 芯

片揭开了 5G 正式商用的序幕。它
同时支持非独立组网和独立组网，
可以完美实现从目前的非独立组网
过渡到独立组网方案。”钟新龙说。

华为麒麟 990 系列芯片发布还
意味着什么？

钟新龙分析说，网络强国离不
开 5G 强有力的基础支撑，麒麟 990
5G 芯片为网络强国建设作出了手

机 SoC 强有力的支撑和贡献。当
前，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混合技术正相互渗透、融合应用，麒
麟 990 5G 芯片是驱动这些技术与
产业融合的必要基础设施和硬件。
毕竟，首先要把以 5G为基础的网络
基础设施打造好，才可能全方位、系
统性地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再
稳步推进制造强国的发展，从而实
现 网 络 强 国 和 制 造 强 国 的 强 强
联合。

华为麒麟990系列芯片强在哪
制程更先进、性能更强大、面积更小、功耗更低

本报记者 黄 鑫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
司与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已将对下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金、利息债权，以及该等资
产项下的所有从权利及/或利益）依法转让给广西玉柴重工有限
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与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方。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十日

债务人
广西嘉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三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瑷砺珂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江苏万桂顶铭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海口至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新疆新动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骏达伟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路湘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中迈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美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玉和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担保人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徐亮、李云川
玉柴重工及郭友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张广林、邹玉春、苏明、张占用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王志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陈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付其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刘钟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罗富升、牟宁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河南中迈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其实际控制人翟文斌、奚平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玉柴重工及其实际控制人杜军、杨梅、苏谱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借据号
20171024003第001号
9917000000082318

9917000000082308

9917000000082650
9917000000082321
9917000000082799
9917000000082303
9917000000082727
9917000000082774
9917000000082333

9917000000082329

9917000000082994

合计

债权金额
533.08

1320

655

3990
200

3587
1290
3000
4500
450

343.6

3054.3

22,922.98

本金
533.08

1320

655

3990
200

3587
1290
3000
4500
450

343.6

3054.3

22,922.98

诉讼情况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未起诉

抵押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基准日
2018年11月9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1月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与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转让清单 金额单位：万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联系人：黄

先生 电话：0771-5842190，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38-3号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联系人：何女士 电话：0775－3220016，地

址：广西玉林市陆川玉柴工程机械工业集中区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暂计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公司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接主体及/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务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4.本公告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18年11月9日及2018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