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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遏制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国家出重拳
据新华社报道
煤炭， 关乎工业生
产， 也事关群众取暖。一
段时期以来，煤炭价格快
速上涨， 连创历史新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称之为
“完全脱离供求基本面”，
并“仍呈现进一步非理性
上涨的趋势”。 这一背景
下，相关方面依法采取干
预措施，促进煤炭价格回
归合理区间。

20 日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常务会议一项重要议题，
就是听取民生用能保供
情况汇报。围绕确保人民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会议
作出一系列部署， 包括
“依法打击煤炭市 场 炒
作”。

车辆在天津港煤码头进行降尘作业

此前一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京内外连开三场座谈会，主题词都
是“煤炭”。
第一场，
组织重点煤炭企业、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
预措施。
第二场，组织煤电油气运重点
企业，研究安排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各项重点工作。
第三场，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金司赴郑州商品交易所调研并召
开专题座谈会，提出“着力加强期
货市场穿透式监管”“依法严厉查
处资本恶意炒作行为并公开曝光”
等举措。
不只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记者
了解到，国务院国资委也已出台今

冬明春能源供应保障考核奖惩办
法，把保供作为今年企业考核的主
要指标，
实行“一票否决”。
密集动作对期货市场的影响立
竿见影。 日当晚，动力煤期货主
力合约短时间内便牢牢 “锁定”跌
停板。焦煤、焦炭等的主力合约也基
本游走在跌停板附近。
山西一家大型电力企业负责人
告诉新华社记者，对于眼下狂飙、高
烧的市场煤价来说，依法对煤炭价
格实施干预措施是一剂及时的“退
烧药”。

记者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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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部署，各有关方面有力有序推
进落实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例如， 月底以来，已
核增一批生产煤矿， 月
日煤
炭日产量已超过
万吨，创今
年新高。在已签订年度中长期合同
的基础上，发电供热企业与煤炭企
业又签订了
亿吨中长期合同，
部分省份中长期合同煤炭缺口已
落实煤源，正在抓紧签约。
国家矿山安监局安全基础司司
长孙庆国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表示，已审核
处煤
矿，本着特殊时期特事特办、
适当放
开、严守底线的原则，逐矿进行安全
条件审核。其中有
处煤矿符合
安全保供条件，大约增加产能

亿吨 年，预计四季度可增加煤炭
产量
万吨，平均日增产达到
万吨。
以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问题。
我国正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近日广东、江苏、山
东、
湖北、
山西等地新增市场交易价
格已按价格政策实现近
的上
浮。
南方电网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
所所长陈政认为，近期国家推出的
一系列措施，既是疏导煤、电价格矛
盾关系和缓解当前电力供应紧张局
面的“及时雨”，更是放开市场主体
准入、放大价格浮动空间，进一步发
挥有效市场作用，推进电力市场化
改革迈向新阶段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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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资金配置增强，市场活跃度或再提高
记者 韩忠益
晨 报 讯 昨天，
沪深两市双双
高开，
盘中有机硅概念持续拉升，东
岳硅材冲击涨停，晨化股份、新亚
强、
硅宝科技等跟涨；
稀土永磁板回
暖，北方稀土、五矿稀土、广晟有色、
盛和资源等大幅走强。
午后，磷化工板块走高，川发龙
蟒、湖北宜化等涨停，川金诺、六国
化工等跟涨；医美概念股异动，金发
拉比、国际医学涨停，漱玉平民、澳
洋健康等跟涨。最后沪市上涨
，报收
点，创业板小挫。
两市成交额不足万亿元，北向资金
全天净流入
亿元。
日前，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
澜表示，近几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
尤其是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后，国
内房地产市场地价、房价、预期保持
平稳，
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经营稳健，
财务指标良好，房地产行业总体是

健康的。而对于近期我国的房地产
市场及相关的金融市场出现的波
动，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
功胜则强调，这是市场主体在个别
企业违约事件出现之后的应激反
应。
在金融管理部门的预期引导
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风险偏好
过度收缩的行为逐步得以矫正，融
资行为和金融市场价格正逐步恢复
正常。
显然，
目前房地产市场风险总
体可控，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
满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
态势不会改变。也许正是这些积极
的表态，今天房地产板块整体走强，
港股中的内地房地产股也在走高。
二级市场上，今天随着房地产
板块的企稳，银行、保险、券商等大
金融板块集体走强，从而带动股指
上行。这些“大块头”的上涨，必然
不是小资金所为，开市仅有一小
时，北向资金就净流入超
亿元，

其中沪股通流入超
亿元，深股
通流入超
亿元，实际成交口径
统计净买入
亿元。说明大资
金在“法定调整日”启动权重股是
有备而来。
操作上，和煦温润的盘面语言
告诉我们，结构性行情就是“你方
唱罢我登场”的行情，昨天权重股
有起色，题材股就弱了。大 没有
绝对的弱势板块，也没有绝对的强
势板块。下跌多了就上行，上涨多
了就回落。今年一季度以来，白酒
等消费板块经历了长时间调整，但
最近明显触底反弹；煤炭股前两天
连续大幅下挫，昨天不少个股却又
撞上了涨停，这些都是板块轮动之
下性价比重估的必然表现。随着三
季报披露高峰到达和四季度政策
主线逐渐明朗，市场各种做多情绪
会叠加提振，市场活跃度或将再次
提高，板块和个股的涨跌中枢仍将
不断上移。

对于进一步保供稳价，国家发
展改革委在
日召开的会议上提
出进一步释放煤炭产能、稳定增加
煤炭产量、进一步落实发电供热企
业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推动煤
电机组应发尽发等八项措施。
民生用电用气能不能得到有效
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此前表示，居民用电量占全部用电
量的
左右，民生用气占全部用
气的比例不到
，这些民生用电
和用气全额保障没有问题。
“居民、农业、公益 性 事 业 用
电仍然是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
还 是 执 行 目 前 价 格 水 平 不 变 。”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
松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指出，着
力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行为，
各重点煤炭港口要主动向监管部门
提供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线
索，对于明显超出合理水平的交易
限制其运输、
装卸，
全力维护煤炭市
场秩序。
相关地区在加快落实。以我国
煤炭主产区之一的陕西榆林为例，
记者了解到， 日榆林市召开四季
度煤炭保供专题会议，要求相关企
业签订保供稳价承诺书、已签订的
长协价格不得变更等。与此同时，
要
求发改、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税务
等部门充分运用价格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对违反规定的煤炭企业进行
联合惩戒，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认为，煤炭价格持续上
涨，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交织叠加、
共同作用的结果。
“短期看，强力调
控是必要的，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
角度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成立
据新华社报道

日，
“长三角
科创
走廊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
心” 在上海市松江区揭牌成立。
作为全国首个跨区域知识产权行
政保护协作中心，其将重点开展
跨区域知识产权联合行政执法、
重点商标保护名单交换互认、电
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监管协作、
建立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人才库等
工作。
长三角
科创走廊沿线
地区包括上海松江，江苏苏州，浙
江嘉兴、杭州、金华、湖州和安徽
宣城、芜 湖 、合 肥 。
年至
年，九地发明专利授权量、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满
年
有效专利拥有量分别占同期长三
角三省一市总量的
、
、
。
据介绍，协作中心成立工作

协调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
九地知识产权局局长和分管副局
长轮值担任。协作中心下设办公
室、执法协作组、纠纷调解组、发
展促进组 个工作组，办公地点
设在上海市松江区。
工作人员采取“派驻 聘用
购买服务”的方式配置，长三
角
科创走廊各地分别派驻
一名干部，主要承担联合执法行
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等工作的
联络协调、资源对接以及纠纷调
解等任务。
同日，九地知识产权局负责
人共同签署了 《长三角
科
创走廊知识产权一体化发展合作
协议》，确定了开展知识产权行
政执法协作、建立知识产权统计
分析制度、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和
运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规范
发展和培养壮大专业人才队伍等
合作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