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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曦 戴小河

冬季供暖保障是民生大事。当前，全国能源保供取得阶段性

成效，但随着迎峰度冬临近，能源保供工作仍然不能松懈，必须做

好应对电力保供大考的准备。

今年以来，电力供需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特别是 9、10 月

份，受煤炭供给偏紧、煤价大幅上涨等影响，全国电力供需紧张，

多地采取有序用电举措，部分省市拉闸限电。一段时间以来，各

级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冬季

煤炭供应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电厂存煤储量充足，有序用电地区

数量不断减少。

不过，尽管从目前来看能源供需形势总体稳定，但做好能源保

供工作不能松劲。目前，受持续大范围极寒天气等因素影响，部分

地区、部分品种、高峰时段能源供需平衡可能存在一定压力。特别

是随着迎峰度冬临近，用电高峰期、冬季供暖期、水电枯水期三重

压力叠加，今冬明春电网呈现“总体紧平衡、局部有缺口”的局面，

电力保供大考还在继续。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是一项不能打

折扣的民生任务。各地要切实抓好保暖保供工作，从实际出发，做

实做细能源产储运销统筹协调，多渠道保障能源供应，多措并举，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充足之外，做到真正把温暖送到百姓家，还

要注意打通“最后一公里”。热源、管线、末端用户是供暖流程的三

大主要环节。供不供得上、供得好不好，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纰

漏，要确保送暖扎扎实实到家，让炕头热起来，让百姓的心暖起来。

确保能源供应特别是民生用能，不仅事关经济平稳运行，更

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把工作做到实处、细处，这才是寒冬时节的

民生温度。

迎峰度冬
能源保供不能松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

近，北京朝阳区在民族园、奥

体中路、北三环中路等处建

起了冬奥题材的景观，为市

民营造出一派冬奥氛围。图

为跑步爱好者从北京奥体中

路的冬奥景观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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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景观
扮靓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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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月国有企业总营收同比增长22.1％
本报讯 财政部近日公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

简称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国有企业

经济运行平稳恢复，营业总收入 603860亿元，同比增长 22.1%，两

年平均增长 9.7%。

具体来看，1-10月，中央企业营业收入 338515.6亿元，同比增

长 21.3%，两年平均增长 8.0%；地方国有企业 265344.4 亿元，同比

增长 23.0%，两年平均增长 12.1%。

利润方面，1-10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38250.4亿元，同比增

长 47.6%，两年平均增长 14.1%。其中中央企业 25326.5亿元，同比

增长 44.0%，两年平均增长 14.2%；地方国有企业 12924.0 亿元，同

比增长 55.3%，两年平均增长 13.8%。

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月底，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 10亿千瓦大关，占全国

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 43.5%。

据统计，截至今年 10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

量达到 10.02亿千瓦，比 2015年底实现翻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

量的比重达到 43.5%，比 2015 年底提高 10.2 个百分点。其中，水

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达到 3.85 亿千瓦、

2.99亿千瓦、2.82亿千瓦和 3534万千瓦，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

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投资总额超5800亿元
本报讯 从 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

会促成合作项目 703个，投资总额 5821.8亿元。

据了解，本届大会促成的合作项目呈现出制造业项目占比

高、沪苏浙投资比重大、补链强链效应强三个特点。大会促成

的合作项目中，制造业项目共 656 个、投资总额 5334.9 亿元，分

别占总量的 93.3%和 91.6%。此外，本届大会来自沪苏浙地区的

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分别占总量的 40%和 41.5%，占比分别较去

年提高 3.7 个和 7.3 个百分点。大会促成的合作项目还呈现出

补链强链效应强的特点，签约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类项目

66 个，投资总额 1463.7 亿元；签约新一代信息技术类项目 87
个，投资总额 917.3 亿元；签约通用航空、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

等高端装备制造类项目 99 个，投资总额 525.6 亿元。

10 亿千瓦

5800 亿元

本报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

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以

下称《意见》），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

杭州、广州、深圳 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加快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更大力度利企便民。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

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赋予有条件的地方更大改革自主

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体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全链

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

升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

合，促进营商环境迈向更高水平，更大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更好稳定市场

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

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

业跨区域经营、迁移设置的不合理条件，

破除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

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健全更加开

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

出机制，方便市场主体办理名称登记、信

息变更、银行开户、注销等相关手续；持

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推进社会投

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革，推动分阶段

整合规划、土地、房产、交通、绿化、人防

等测绘测量事项；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

新发展，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

要的准入准营标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

便利化水平，推动与部分重要贸易伙伴

口岸间相关单证联网核查，开展“组合

港”“一港通”等改革；优化外商投资和国

际人才服务管理，加强涉外商事法律服

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强和改进反垄

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遏制乱收

费、乱摊派的长效机制；依法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建立政府承诺

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政府失信补偿、赔偿

与追究制度；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推行

涉企事项“一照通办”，全面实行惠企政

策“免申即享”、快速兑现。

《意见》要求，要建立改革事项动态

更新机制，定期对创新试点工作进行评

估，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市场主体欢

迎的改革措施要及时在更大范围复制推

广。要坚持稳步实施，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有序推进创新试点工作走深走实。

国务院日前发文部署——

六城市将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要求全省国家调查队系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热潮，紧密结合统计调查工作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解决问题、总结经

验、关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会议要求，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强化总队党组

自身建设上来。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推进统计调查工作

全过程，高标准抓好党史学习教育下阶段工作，坚定不

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确保浙江调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推进统计调查中心工作上

来。持续深入推进“八项提升工程”，夯实基层基础，优

化升级统计服务，深化统计法治监督，加快统计数字化

转型和大数据应用研究，推动浙江调查高质量发展取

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共同富裕统计监测的重大

攻坚任务上来。加快重点领域统计改革步伐，力争共

同富裕统计监测试点改革尽早落地，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统计调查数

据，在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上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完成岁末年终各项重点

任务上来。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统计调查工作，加强四

季度和全年经济形势分析研判，蹄疾步稳完成全年统计

调查数据生产，高质量完成国家统计局和省委省政府布

置的各项任务，努力交出高分答卷。 盛飞 计伟杰

又讯 近日，天津市统计局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

会议强调，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要坚定历史自信，带头学习党史，自觉坚守理

想信念。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党忠诚，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保持党

的团结统一。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

争的意志和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

险阻。坚持自我革命，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

会议要求，全局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迅速掀起热潮。要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坚持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引领学、各支部深入学、党小组基

础学、青年理论学习实践小组结合实践创新学“四级联

学”机制，切实抓好全会的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贯彻落

实。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重点学习领会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决议》，深刻

理解和掌握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切实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紧密结合统计工作实际，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各项统计工作，确保全会有关任务部署

落到统计工作实处。要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转化

为创先争优、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从党的百年历程中

汲取精神力量，克服困难、鼓足干劲、爬坡过坎、再接

再厉，不断开创统计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孟宪昊

浙江总队结合实际践行使命要求
天津局打好学习宣传贯彻组合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日前

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国内外形势复杂严

峻，但一系列“六稳”“六保”政策出台，精准

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随着新一轮稳外贸政策举措出台，完全

有信心实现全年“量稳质升”目标任务。

据介绍，今年前 10个月我国进出口

总额 4.89 万亿美元，规模已超去年全

年。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进口占国际

市场份额分别达 14.6%和 12%，均创同

期新高。目前我国贸易伙伴遍布全球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每天进出口

贸易额超 150亿美元。

我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

贡献明显增强。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前

三季度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

长的贡献率达 19.5%，拉动GDP增长 1.9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国超大规模

市场对全球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14.8%。

“我们完全有信心实现全年‘量稳质

升’目标任务。”任鸿斌说。他同时强调，

当前外贸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包括疫情

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通胀

上升，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等四

大风险。同时，微观企业主体也面临着贸

易风险多、成本上涨多、供应链堵点多，以

及订单少、芯片少、制造业劳动力偏少等

“三多三少”六大困难。

为进一步做好稳外贸工作，下一

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跨周期

调节工作，适时出台新一轮稳外贸政策

举措，确保外贸运行在合理区间。同

时，认真落实《“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

量发展规划》，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着力从稳主体、促创新、强韧性、拓

市场四方面开展工作。 于佳欣

商务部：有信心实现外贸全年“量稳质升”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