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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发展改革委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

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开展专项融资合作，由上述3家政策性银行共同设立

首期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的“防疫情、促复产、稳增长”专项融资，重点支持煤电油

气运、重要物资生产供应、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领域融资需求。目

前，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已向3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4批推送了1560家企业和110个重大

项目名单。此举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

用，保障复工复产企业资金需求再添重磅支持。 （时 锋）

郭德鑫郭德鑫作（新华社发）

合作助合作助力力

天然气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
□ 刘满平

筑牢能源安全这道“闸门”
□ 王轶辰

对我国而言，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在油气安全问题上。筑牢能源安全这道“闸

门”，首先要多措并举保障油气安全，继续在油气投资、储量、产能和产量等方面下大

力气。其次，要充分发挥我国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时，要站在国

家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战略高度，优先发展清洁能源

稳外贸举措更加精准有效
□ 顾 阳

当前，超过八成的外贸企业正遭遇着供应链挤压和市场需求萎缩双重冲击。从之前扩大出口信保、优惠信贷税费等直接方式，

到最新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举办线上广交会等间接举措落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综合发力，有望从多个维度稳住外贸基

本盘，努力将疫情给外贸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

疫情期间高铁上能否就餐引争议
近日，在一趟从上海开往安徽安庆的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纠

纷。起因是有乘客摘下口罩吃饭，引起另一名乘客不满，双方一
时激动还动起了手。对此，有网友表示，在高铁上吃东西没问
题，也有网友表示，疫情期间要控制。

@王海生：在高铁没有禁食规定的前提下，对在高铁上吃
东西，我们不必苛责。事实上，只要进食者注意文明，注意安
全，能错峰进食，没有过分危险的举动，乘客之间就应与人方
便，相互体谅。

@瞬息万变：疫情期间需要我们每个人多些自律，多顾及
公共卫生安全。对于铁路等相关服务单位，也应体谅乘客的不
易，将服务做实做细，唯有如此，类似的事件才不会再次
出现。

@杨朝青：高铁上乘客通常素不相识，容易“一摩擦就起
火”。权利意识高涨，教养和规则意识就“慢了半拍”。乘客之间
只要恪守“有话好好说”的尺度和分寸，就有助于消弭矛盾和
纠纷。

多地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
近期，南京、杭州、宁波等30多座城市纷纷推出几百万元

到上亿元不等的消费券，旨在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帮助部分受疫
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加快恢复。

@芙清：消费券固然见效快，但只是一次性消费，对居民
的“钱袋子”实际作用不大。在提振需求之外，还应继续推动复
工复产，保证产能恢复，稳住就业岗位，为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
支持。

@王岳林：消费券眼下成为各地政府拉动消费、提振内需
的一个措施。发放消费券是短期刺激消费的一剂“药方”，要使
其有效发力还需各地因地制宜、量力而为，对政策的实施细节作
出合理设计。

@乔瑞庆：要做好监督，防止个别消费服务提供者借机涨
价。消费券投放后，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确保消费券能够
产生预期效果。以收定支，量力而行，避免造成财政负担。

（刘辛未整理）

近一段时间，随着国际产油大国在石
油产量问题上摇摆不定，全球油价发生了
戏剧性的大起大落。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能源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安
全、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在全球政
治经济格局和能源地缘政治态势大变动，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形势下，国际油市
动荡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启示。

对我国而言，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
在油气安全问题上。由中国石油企业协
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能源
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中国油
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9-
2020）》显示，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
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
天然气进口量 9660 万立方米，同比增
长 6.9%，对外依存度达43%。

当前，我国能源安全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中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
安全结构性矛盾突出。其中，煤炭消费占
比超过一半，不利于低碳清洁发展。石油
和天然气占比虽然低于煤炭，但对外依存

度持续走高。二是进口通道集中度高，且
所经地区地缘政治风险较大，风险评估与
安全保障力度不足。三是风电、光伏、生
物质能等替代能源发展不足，体制机制障
碍突出。

筑牢能源安全这道“闸门”，首先要
多措并举保障油气安全，继续在油气投
资、储量、产能和产量等方面下大力气。
应做大渤海湾、四川、新疆、鄂尔多斯四
大油气上产基地，巩固增储上产良好态
势，坚决防止滑坡。应加快推动天然气管
网建设，多措并举增加储备能力，建立以
地下储气库和沿海LNG（液化天然气）接

收站为主、重点地区内陆集约化规模化
LNG储罐为辅、管网互联互通为支撑的多
层次储气系统。同时，在油气体制改革
上，应推动完善油气勘查开采管理体制，
配合制定相关准入条件，积极推动制定勘
察区块竞争出让、退出办法，健全油气管
网运营机制，重点配合做好管网资产有序
交接，推动国家油气管网公司平稳运营，
健全管道业务利益共享机制。

其次，要充分发挥我国先天资源优
势，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从我国
实际情况来看，煤炭作为保证国家能源
安全的稳定供应的主渠道短期内还难以

改变。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必须最
大限度减少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影
响，摒弃过度开采等落后开采方式，改
变技术落后、能效低下、环境污染严重
的落后利用方式，实施洗选、流通、终
端消费全过程管理，依靠科技创新、强
化监管，降低煤炭利用污染物排放，推
进煤炭全产业链绿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
效利用。

第三，要站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能源
安全的战略高度，优先发展清洁能源。近
年来，我国清洁能源虽然取得了快速发
展，但“弃风”“弃光”“弃水”等限制产
业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在今后工作中，
一方面要加大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加强区域互联，扩大消纳范围；另一方
面，要探索新能源基地就地利用方式，并
在用电密集、用电负荷较高的东部地区大
力发展分布式发电。此外，还应加快培育
清洁能源应用市场发展。新建商品房的停
车位应当配备充电电源，在公共场所加大
充电桩建设力度。

前不久，新版《中央定价目录》出台，
旧版目录同时废止，这是规范国务院有关
部门定价权限和范围的清单。分析涉及
天然气定价的具体表述可以发现，随着天
然气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天然气定价机制
改革将呈以下趋势。

从门站价格管制向油气管道运输价
格管制转变。旧版将“各省天然气门站价
格”列入目录，新版将油气管道运输定义
为自然垄断环节，将“跨省管道运输价格”
列入目录。这表明，政府在天然气产业链
中具体定价范围受到明确限制，门站价制
度目前已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

试点放开进口管道气价，进口管道气
价将呈“双轨制”。目前，我国进口管道气
价格仍受管制。新版目录规定，2015年以
后投产的进口管道天然气价格由市场形
成；2014年底前投产的进口管道天然气门
站价格暂按现行价格机制管理。这意味
着，下一步我国进口管道气价管理机制将
呈现“双轨制”。

将气源价格单列，可根据市场状况
加以调整。现行各省门站价格是根据可
替代能源价格的原则确定，不能反映上
游气源价格变动情况。国家管网公司成
立后，市场上常见两种交易模式。一是
上游供气企业在气源地直接将天然气销
售给下游买方，下游买方向其支付气源
费，向管道公司支付管输费；二是上游
供气企业向管道公司支付管输费，在下
游市场区城市门站或工厂门站实现天然
气销售，下游买方将气源费和管输费一
并支付给上游供气企业。无论哪种模
式，气源费都可单独列出来，由上游供

应商与下游买方自主协商决定。
管输价格显性化，为制定管网定价办

法奠定了基础。在现行门站价管理体系
中，管输价格作为产运储销一体化上游供
气企业的内部结算价格，与城市燃气企
业、直供大用户等下游买方不发生直接关
系。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原来作为油气
企业内部结算用管输价格逐步显性化，将
被当作油气企业与国家管网公司、城市燃
气企业、直供大用户与国家管网公司不同
企业间的结算价，这为下一步单独制定油
气管网定价办法奠定了基础。

更多省份将取消门站价限制。新版
目录规定具备竞争条件省份天然气的门
站价格由市场形成。从当前国内各省天
然气供应情况看，内陆省份天然气供应主
体相对比较单一，像江苏、广东等沿海省
份供应除管道天然气外，多数还拥有进口
LNG 供应。随着 LNG 进口主体多元化，
沿海省份天然气供应竞争更容易形成，后
期将有更多省份取消门站价格管制。

未来进口管道气有望结束气价倒挂
问题。由于进口管道气实行门站价管制，
终端销售价较低，与进口管道气价形成倒
挂，造成企业亏损。如何解决进口管道气
价格倒挂问题成为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
的首要难题。为此，新版目录规定，2015
年以后投产的进口管道天然气价格由市
场形成。这就意味着，未来进口管道气不
存在气价倒挂问题，气价将随市场波动。
同时，供气企业也将自主承担市场风险，
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
测中心）

近日，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与“带货一哥”李佳琦同框，带来
“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加热即食的莲藕汤，免煮鲜拌
的热干面，当季现摘的玉露茶……网上销售十分火爆。一位网友
还深情地说“我为湖北胖三斤”。

“我为湖北胖三斤”，固然是句玩笑话。但是，这句话表达了
风雨同舟的情感，是心手相牵的浓情，是“我们与湖北是一家
人”的誓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时候，一些人对疫情严重地区存有恐
惧症，就连湖北的农产品都不敢买、不敢吃。很快，“湖北的水
果有病毒”等谣言就被辟谣了，专家们用事实抨击了“湖北水果
有病毒”的谣言。

谨慎心态是合理的，但不能过度焦虑，不能过度防范。眼
下，湖北生活秩序恢复正常，武汉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这是可喜
可贺的事情。接下来，更加重要的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复工复
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疗伤的过程、一次康复的过
程。而且，湖北和武汉的复工复产，绝不仅仅是“湖北的事情”
和“武汉的事情”，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位同胞都应伸出温暖的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能“拉
一把”就拉一把。

“我为湖北胖三斤”是一种心手相牵的美好相托。我们购买
的是莲藕汤、热干面、玉露茶，但表达的却是一种真情和关怀。
农产品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当我们万众一心时，一碗小小的热
干面，也能让人感到更多温暖。

“我为湖北胖三斤”温暖多多
□ 郝冬梅

促进“直播经济”良性发展
□ 江德斌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
线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主播夸大和虚假宣传、有不能说明
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售卖等两大问题反馈较多，37.3%的受
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

直播购物是时下新风口。在疫情期间，直播电商受益于“宅
家经济”，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在疫情压力下，不少传统行
业开始尝试线上转型，一些企业借助直播平台销售推广产品，不
仅大大降低了因疫情造成的损失，甚至找到了新的增长机会。可
以预见，未来直播购物将覆盖更多领域，成为主流销售模式之
一。不过，直播购物行业兴起时间尚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虚
假宣传、假冒伪劣、价高质次等消费纠纷频频曝光，亦成为制约
直播购物发展的短板。

显然，要想促进“直播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切实加强监管
力度。一方面，监管等部门应未雨绸缪，依照电商法、消法等法
律法规，对直播购物采取严格管理，加强产品质量、售后服务、
消费维权等方面的日常监管，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应着手制定更完善的行业标准，进一步规范直播购物平
台和商家，同时建立交易溯源体系，全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应厘清平台、商家、主播的权责关系，强化直播购物从业
者的职业规范及服务意识、法律意识，评选优质从业者，构建良
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4 月 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增设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加工贸
易、广交会网上举办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以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努力稳住外贸外资
基本盘。这是3月份以来中央层面第四次
对外资外贸工作作出部署。

如此高频地研判外贸形势并推出相关
政策举措，这在我国外贸发展史上还是第
一次。一方面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稳
外贸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当
前外贸形势较为严峻。

有市场机构调查显示，当前超过八成
外贸企业正遭遇着供应链挤压和市场需求
萎缩双重冲击。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这
只“黑天鹅”的到来，几乎让外贸业之前的
大多数经验做法难以奏效，外部市场不稳
定，让中国外贸企业陷入了不确定性漩
涡中。

不过，从市场摔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

外贸企业，先天就具备超强的韧性和灵活
性。近两个月来，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努
力从创新营销、提升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展
自救，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目前对于
境外疫情变化趋势尚无确切判断，真正留
给广大外贸企业应对与自救的时间已经不
多，迫切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更加精准有效
的政策举措，帮助其化解堵点、痛点，渡
过眼前这一难关。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间窗口。正因
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已设立59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再新设46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推广促进跨
境电商发展的有效做法，更好发挥跨境电
商的独特优势，以新业态助力外贸克难
前行。

与跨境电商逆势上涨不同，占我国外
贸份额1/4的加工贸易，正面临着一系列
亟需纾解的困难。对此，相关部门明确了

统筹内外贸发展的思路，提出今年底前加
工贸易转内销暂免征收缓税利息、缩小加
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类、扩大关税缴纳试
点至所有综合保税区等举措，助力加工贸
易企业拓展市场、轻装前行。

此前备受关注的“广交会无限期延
期”也有了明确说法：第 127 届广交会 6
月中下旬在网上举办。作为我国历史最
长、规模最大、到会采购商最多的“中国
第一展”，广交会此次“搬到”线上可谓
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广交会首次完全以网
络形式举办，也是广交会不断转型发展、
打造“永不落幕广交会”的一次尝试。可
以预见，这个全新线上平台的推出，将为
广大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带来更
多商机。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
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畅通国际贸易
产业链、供应链，全力推动外贸企业复工

复产，是稳住当前外贸基本盘的重要举措
之一。针对疫情导致的物流不畅、订单履
约率下降等情况，中央明确要求提升中欧
班列等货运通道能力，推动改善货物接驳
等条件，全力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源，
支持稳定国际供应链和复工复产。

从之前扩大出口信保、优惠信贷税费
等直接方式，到最新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举办线上广交会等间接举措的落
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综合发力，有
望从多个维度稳住外贸基本盘，努力将疫
情给外贸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疫情不改我国外
贸长期向好发展趋势，但疫情给全球经贸
发展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对此，我们
要立足长远、未雨绸缪，及时调整因疫情
暴露出来的布局不合理、产业发展脆弱等
问题，持续优化提升外贸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化危为机，谋求更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