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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地区拉闸限电，冬季能源供应
是否还有充足保障？东北地区采暖要求高，
如何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今冬全国最高
用电负荷或将超今年夏季和去年冬季峰值，
怎样保证迎峰度冬期间电力供应？……9 月
29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有关负责
人对今冬明春能源保供热点问题作了回应。

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

供暖季能源保供工作责任重大。近期能
源供需偏紧，如何确保今冬明春能源稳定供
应和居民用能安全？

“我们将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重点从
六个方面采取措施。”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
节局有关负责人说。

——多渠道增加能源保供资源。依法依
规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有序增加煤炭进口，
尽力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保持中亚管道气
进口稳定，压实责任保障煤电气电机组应发
尽发。

——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推
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直保全覆盖。

——进一步做好有序用能工作。指导地
方科学合理制定有序用能方案，完善动态调
整机制，切实做到用户知情、合同约定，确
保方案可执行、可操作，科学实施。坚守民
生用能保供底线，坚决避免压限居民用能的
情况发生。

——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

重要作用。督促电厂在供暖季前将存煤提高
到安全水平之上，加快推进应急备用和调峰
电源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储气设施注气进
度，确保入冬前注满。

——合理疏导用能成本。在确保民生、
农业、公益性领域用能价格稳定的情况下，
严格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能源企业生产运行
成本。

——有效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坚决遏
制“两高”项目不合理用能需求，推动主要
耗煤行业节煤限煤。

“今冬明春我国能源供应是有保障的，我
们有资源、有条件、有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温
暖过冬。”该负责人说。

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

东北地区天气严寒，采暖季长，不仅居
民对采暖要求高，社会关注度也高，因此，
做好东北地区冬季能源保供工作责任重大、
极为关键。上述负责人表示，国家发改委将
加大协调力度，向东北地区倾斜资源，全力

保障东北能源运行平稳。
发电出力方面，组织中央发电企业结合

采暖期供暖安排，合理安排机组检修，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煤电机组开机水平，
切实提升电力供应能力。优化电力运行方
式，加强东北地区各省份统筹互济，合理调
整东北地区外送电。

发电取暖用煤供应方面，实现东北三省
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同时，在
晋陕蒙地区选取一批条件好的煤矿列为冬季
重点应急保供煤矿，在用煤高峰期阶段性释
放产能，重点保障东北地区。引导发电供热
企业加大进口煤炭采购力度，提前锁定资源
和价格，做到应进尽进早进。

有序用电管理方面，指导东北地区在当
前有序用电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确保居
民、农业等民生领域用户用电不受影响。“在
执行有序用电过程中，严格做到提前告知用
户，鼓励和引导用户主动错峰用电，坚决做
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确保电
力运行平稳。”该负责人说。

全力增加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受经济稳定增长、取暖用电快速增加等
因素影响，今年冬季，预计全国最高用电负
荷将逐步攀升，有可能超过今年夏季和去年
冬季峰值。

如何做好迎峰度冬工作？上述负责人表
示，将全力增加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加强运

行协调调度。
据介绍，今年冬季，全国总装机将达到

24 亿千瓦左右，同比增加约 2 亿千瓦，有效
顶峰负荷将再提高6000万千瓦以上，顶峰发
电能力可以超过12亿千瓦以上，全国最大发
电能力能够保障最高用电负荷需求。

下一步，还要做好发电用煤用气保障。
提前制定冬季电力用煤用气保供方案，落实
好资源和运力，做好入冬前煤炭、天然气储
备，保障发电用煤用气充足供应。同时，统
筹加强电力保供能力建设。加快推进重要电
源电网项目建设，保障煤电、气电机组充分
出力，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多渠道提升
电力供应能力。

电力市场交易方面，要按价格政策合理
疏导发电成本。指导各地切实组织好电力市
场交易，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
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让更多电量进入
市场交易，不得对市场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
正常浮动进行不当干预，让价格合理反映电
力供需和成本变化。

近期，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广东
等地相继发布有序用电或限电通知。该负责
人表示，要科学制定实施有序用电方案，做
到三个“必须坚持”。

“必须坚持‘压非保民’，严格保障民生
和重要用户用电。必须坚持‘用户知情、合
同约定’，确保企业对可中断负荷规模、执行
条件等充分了解，组织供电企业、用户、政
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或协议。必须坚持‘限
电不拉闸’，科学安排有序用电，严格落实有
序用电，严禁拉闸限电。”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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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庆假期脚步渐近，消费活力越来越旺，烟火气
也越来越浓。

有的消费者聚焦美食，打算利用假期好好犒劳自己。
北京市民万毅伟说，今年国庆假期，自己计划开车带父母
去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附近转转，不仅可以避免人
员过度扎堆，也能品尝地道的特色美食。“涮羊肉、手扒
肉、原味奶茶，这些我们一家人聚餐时肯定要品尝。除此
之外，一些便于储存的奶皮卷、手撕牛肉等小吃，我们也
准备买一大批回来，跟亲友们分享！”万毅伟说。

有的消费者已策划好出门旅行。离国庆还有一周多的
时间，江苏姑娘滕海芹就开始心里“种草”，盘算着假期旅
游的事。滕海芹把消费目光锁定在了河北秦皇岛的仙螺岛
景区。“那个地方景色不错，可以欣赏海景，也有不少文旅
和商业项目配套，餐饮、住宿的选择也很多，应该可以玩
得不错。国庆期间，我会和朋友一起去那里，痛快地玩几
天，舒缓一下工作压力。”她说。

有的消费者准备利用假期放慢节奏，去大商圈逛街。
对在山西读大学的李琪而言，之前几个月写论文、找工
作，时间每天都紧巴巴的。几天前，她专门订了到上海的
机票。“计划去逛逛BM和话梅美妆集合店，收藏了好多家
格调独特的咖啡店和清吧，愚园路也有很多宝藏店铺，都
想一一去打卡！”李琪说，对自己而言，和闺蜜们逛街购物
才是享受假期的最好方式。

那么，今年国庆消费市场有哪些特点？有关方面做了
哪些准备？

9月 26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表示，总体
研判，今年国庆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商务部
将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市场供应与居民消费保障，比如，加
强米、面、油、肉、蛋、奶、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和
预测预警，全面掌握市场供求与价格变动情况；指导商贸
流通企业结合节日消费特点，增加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提
高补货上架频率，切实保障市场供应。

“节前，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向7省市投放中央储备牛
羊肉，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节日消费需求。今年以来，
累计组织投放中央储备猪肉 9万余吨，牛羊肉 8300吨，收
储中央储备冻猪肉4.2万吨。”王斌说。

针对如何发挥城市商业的消费促进作用，商务部流通
发展司副司长尹虹表示，从2018年底开始，商务部开展了步行街改造提升的试点工
作。今年 1—8月，23条试点步行街的客流量和营业额都同比增长 40%以上。“下一
步，我们还将推动发展特色街区和特色商圈，进一步提升改善消费环境，完善配套
设施，优化业态结构，促进品牌集聚，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特
别是指导各地利用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组织开展多样的促销活动，更好地发
挥步行街和商圈这种载体的作用。”尹虹说。

“我们分析，10月份乃至整个四季度消费仍将延续平稳恢复态势。预计全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44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2.5%左右，比2019年增长8%左
右。”王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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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30日电（记者徐
佩玉） 29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联合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
会指出，要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
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近年来，金融部门全面落实房
地产长效机制，稳妥实施房地产金
融审慎管理制度，保持房地产金融
政策连续稳定，在服务实体经济、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和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强调，金融部门要围绕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准
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
理制度，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持续落
实好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住
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

会议要求，金融机构要按照法
治化、市场化原则，配合相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房地产市场的
平稳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合
法权益。

本报北京9月 30日电 （记者李
婕） 为畅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求
职招聘对接渠道，近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启动 2021 年大中城市联
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本次活动广泛动员各地人社部门
和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密集
推出不少于 2000 场线上线下招聘
会。网络招聘会聚焦“区域性、行业
性、专业性”，现场招聘会立足“专
业化、精准化、小型化”，突出精准服
务、注重活动实效。为满足高校毕业生
跨区域流动需要，将在14个省份21个
城市举办不少于 28 场跨区域巡回招
聘会，动员外省市用人单位和中央企
事业单位为举办地高校毕业生上门送
岗位，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活动将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
场，设置行业专场招聘、区域专场招
聘、直播带岗等服务专区，各省和各
协作机构设分会场。本次活动将持续
到11月26日。

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高校毕业生

9月29日，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常 （德） 益 （阳） 长 （沙） 铁路益阳段无砟轨道进入施工阶段，为
后期主线铺轨施工打好基础。常益长铁路线路全长约1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湖南全省14个市州将全部通高铁，对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图为工人在常益长铁路益阳段进行无砟轨道施工作业。 张 刚 郭 懿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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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珠海9月30日电（田佳莹） 在日前开
幕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简称
珠海航展） 上，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首次以
独立参展单位身份携多款自主研制的飞航发
动机装备及 15 项专业技术能力亮相，其中半
数为首次参展，展现出中国空天动力事业的
发展新成就。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冲
压发动机及弹用涡轮发动机研制生产单位。此
次展出的明星产品 CTF-3涡扇发动机是首次亮
相珠海航展，作为中国首款 650 公斤推力量
级、双转子涡扇发动机，具有全自主知识产
权，形成了数十项国家发明专利，市场前景广
阔 。 此 外 ， CTJ-20、 CTJ-40 涡 喷 发 动 机 ，
CTF-9、CTF-12 涡扇发动机也将迎来首次亮
相，发动机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高技
术成熟度。

在航展现场，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所长凌
文辉对首次亮相的五型中小型涡轮发动机作了
详细解读。“未来，我们将以开放共赢的姿态积
极践行融合发展战略，聚焦先进空天动力、弹
用动力、无人机及通航动力、新型能源动力和动
力技术服务等五大产业板块，塑造空天动力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的新型名片。”凌文辉表示。

本报北京 9月 30日电 （记
者聂传清） 9月28日，2021优质
韩品推广洽谈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洽谈会由韩国驻中国大
使馆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主
办，约 150 家韩国企业参展，涉
及生活日用、食品保健、服装配
饰等领域，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多品类、高质量的韩国商品。多
家中国企业和机构与韩方参展
方进行了交流洽谈。

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公使
刘福根、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大中华地区总部总代表洪彰杓分

别在洽谈会上致辞。他们表示，
近年来，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成果丰硕，中韩两国成为名副其
实的利益和发展共同体。韩国
驻中国大使馆与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一直致力于推动中韩
双方深化合作，为中韩双方加
深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往来
架起桥梁。

他们表示，将继续积极响
应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抓住发
展机遇，持续为两国经济交流
作出贡献。

多
款
自
研
飞
航
发
动
机

装
备
亮
相
珠
海
航
展

优质韩品推广洽谈会在京举办

山东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高技能人才“传帮带”活动，通过名师带徒
培育了一批高技能人才。近年来，该区已培育高级工、技师等技能人才 3500余
人。图为日前高级技师王平安（左二）在聊城新泺机械有限公司五面体加工中心
向徒弟传授数控操作编程技术和经验。 张同耀 钱洪民摄 （人民视觉）

为 确 保 国 庆 期
间电网安全可靠“零
缺陷”运行，南方电
网贵州铜仁供电局
日前组织运行维护
人员对688条重点线
路进行“拉网式”巡
检，消除设备隐患，保
障群众安全稳定用
电。图为南方电网贵
州铜仁碧江供电局员
工正在对变压器负荷
进行测量。

肖中林摄
（人民视觉）

日前，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的“质量月”观摩交流活动，在中建八
局南方公司承建的深圳市新华医院举行，聚焦智慧建造助推行业转型升级，现场展示
了智慧建造、机电安装、钢构幕墙等项目特色工作和质量成果。图为观摩现场展示的该
局自主设计研发的麦轮行走式建筑3D打印机器人。 张 毅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