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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10月 19日电 （记者
廖睿灵）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蓬勃兴起，以科技创新为驱
动、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变革，
正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进。在第二
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
有关人士就“共同推进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进行了探讨。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
中国将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
动，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
积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在重点行业领域，实施节
能降碳行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能
源供应体系和消费模式。章建华表
示，到2025年，努力将中国的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到 20%左右，

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分别比2020年降低13.5%和18%。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
朗西斯科·拉卡梅拉介绍，去年，全
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 260
吉瓦，占全部新增装机发电产能容
量的比重超 80%。其中，中国新增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再创新高，达
136吉瓦。他表示，未来，希望以绿色
氢能和可持续生物质能作为补充，借
助可再生能源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与中国等成员国共同迈向碳中和。

据 悉 ， 此 次 会 议 还 通 过 了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章程》，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
能源合作青岛倡议》 和 5 类共 15 项
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践案例。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创新高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孔德晨、李
婕）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10月19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标准化纲
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主任田世宏在会上介绍，《纲要》全文共九
个部分三十五条，明确到2025年，我国标准化
发展将实现“四个转变”，即标准供给由政府主
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标准运用由产业与
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工作由
国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发
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同时还要
达到“四个目标”，一是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二

是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三是标准化开放程度显
著增强，四是标准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

《纲要》从标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标准
化自身发展两个方面部署了七大任务，其中包
括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提升产业
标准化水平、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加快
城乡建设和社会建设标准化进程、提升标准化
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标准化改革创新、夯实标
准化发展基础等。

在进一步加强中国标准化的开放发展方
面，《纲要》明确提出标准化国际合作要深入拓
展，标准制定的透明度和国际环境要持续优
化，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要大幅度
提升等发展目标。“我们将着力推进标准互联互

通，在开展中外标准比对分析的基础上，积极
采用国际标准，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同步制
定，到 2025年实现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 85%以
上。”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司长崔钢说，

“同时我们要制定多语种版本的中国标准，加快
大宗贸易商品、对外承包工程等中国标准外文
版编译。研制服务贸易标准，完善数字金融、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标准。”

近年来，标准化法制体系不断健全，标准
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在标准供给方面，我国
已发布国家标准 4 万多项、行业标准 7.6 万多
项、地方标准 5.3 万多项，团体标准近 3 万项，
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标准超过200多万项。”田
世宏表示，《纲要》明确要求优化标准化治理结
构、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增强标准国际化水
平，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助
力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
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标准化纲要 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10月19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
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累计增速和两年的平均增速看，前三季度
工业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工业
和信息化发展总体平稳，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总体平稳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总体延续了恢复性态
势，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和质量提升都在稳
步推进，应该说，总体发展的韧劲持续显
现。”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
协调局局长罗俊杰介绍，具体来看，前三季
度工业经济有以下特点：

——工业经济稳定恢复，主要指标处于
合理区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1.8%，其中，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
增长 12.5%，两年平均增长 7%；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39个保持增长，21个增速超过两位数。

——产业转型逐步加快，新动能持续壮
大。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截至 8 月
底，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 74.7%和 54.2%，具有一
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00 家。加快节能技术改造升级，工业绿色
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前 8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
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4.9%。新产业新产

品发展较快，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20.1%，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
产量分别增长 57.8%和 43.1%，特别是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在提速，截至 9 月底产销量均超
过210万辆，全球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

——发展安全统筹推进，信息通信业基
础先导作用更加凸显。前三季度电信业务总
量同比增长 28%；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4%，增速同比提高 5.2 个百分点。目前 5G
基站数达 115.9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达 4.5 亿
户，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2亿户家庭的能力。

罗俊杰表示，今年来，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保障能力不断增
强，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创新活力持续释
放，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助企惠企政策发力显效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
经济的载体和主要力量。今年前三季度，企
业效益如何？

罗俊杰表示，一系列助企惠企政策发力
显效，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盈利能力得到
加强，亏损面持续缩小。“前8个月实现利润
同比增长 49.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2.9%。
其中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
增长10.1%，两年平均增长14.5%。”

随着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创新

活力得到释放。罗俊杰表示，在政策和服务
供给方面，工信部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出台
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
抓紧修订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强化中小
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开展“中小企业
服务月”活动等。此外，还举办第十七届中
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组织大型企业和跨
国采购平台向中小企业发布8263亿元采购需
求清单。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成果显著，“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生产经营效益
稳步恢复。“我们对 1140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调查显示，前 8 个月营业收入利润
率达到 13.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2个
百分点。”罗俊杰说。

工业经济稳定恢复态势不变

当前，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
然较多。罗俊杰认为，受近期疫情汛情、原
材料价格上涨、能源供给紧张、芯片短缺等
影响，三季度工业增速稳中放缓，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

针对汽车芯片短缺问题，罗俊杰表示，
从目前看，工信部已组建汽车半导体推广应
用工作组，多次组织召开工作协调会，充分
发挥地方政府、整车企业和芯片企业的力

量，加强供需对接和工作协同，共同来推动
提升汽车芯片供给能力。未来，将继续加强
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
题，引导企业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布局，提升
汽车芯片综合供给能力，提高供应链稳定性。

如何研判第四季度工业经济走势？“总体
看，我们认为，当前工业经济稳定恢复态势
没有改变，经济恢复的韧性和内生动能依然
强劲。”罗俊杰表示，未来，支持和服务好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持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持工业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巩固经济向好的趋势，还需要

付出艰苦的努力。“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跨周期调节，全力助企纾困，保
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目前，江西省宜春市新能源锂电产业规上工业企业数突破100家，形成了从锂矿开
采、锂电池及其关键材料制造到锂电池在动力、储能及消费领域应用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图为10月18日，宜春市远东电池有限公司员工在卷绕车间加工电池卷芯。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

工业经济发展韧劲持续显现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

工业经济发展韧劲持续显现工业经济发展韧劲持续显现
本报记者 孔德晨

10月19日，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位于天津的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 开幕，本届糖酒会设置酒类、葡萄酒及国际烈酒、食品及饮料、调
味品、食品机械、包装等六大展区。图为参展商向观众介绍产品。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在 欧 中 企 业 绩 逆 势 增 长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 18日

电（记者李骥志、康逸） 欧盟中国
商会与罗兰贝格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18日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尽
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在欧企
业去年业绩逆势增长。

报告显示，2020 年，中企在欧
盟创造营业额1503亿欧元，较2019
年增长1.4%；提供就业岗位约32万
个，增长约 1 万个；向欧盟专利局
申请专利 1.3 万件，增长 10%。其
中，中国企业专利申请前三大领域
为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和电力机

械/仪器/能源，中国企业优质技术
输出加本地化生产研发支持欧洲制
造业升级。

欧盟中国商会会长徐海峰当天
在发布会上说，在去年全球贸易量
下滑背景下，中欧贸易逆势增长，
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和欧
洲需求强劲，也充分说明中欧市场
的互补性。

欧盟中国商会于 2018 年 8 月在
布鲁塞尔注册，旨在进一步促进中
国对欧经贸活动，为在欧中企争取
更好营商环境，创造更多经贸机会。

本报上海电（记者沈文敏） 近
日，国内首个创意产业园区数字人
民币应用场景落地上海长宁德必易
园。目前，园区入驻创业者、白领
可通过手机等终端在停车场场所实
现离线支付。未来，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还将扩大到园区内餐厅、超
市、咖啡厅等各类线下支付场景。

本次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落地
园区，试点于高频高并发、小额消
费类场景。同时，园区运营、安保
等人员也进行了应用培训。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宋强、桂天奇） 19
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重点保障项目——北京
永定河引水渠景观提升工程完工。该项目将提
升周边公共空间功能，助力北京 2022年冬奥会
及冬残奥会。

据承建方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轨道公司项目
经理冯伟凯介绍，全长3.9公里的永定河引水渠
水系景观提升项目，紧邻冬奥会重要市政交通
保障主干道永引渠南路，距离北京 2022年冬奥
会组委会驻地首钢西十冬奥广场3公里。

景观提升二期工程主要有3段，即西山枫林
段、刘娘府段和模式口段。建设者们通过设置
篮球、足球及儿童户外运动场以及浅滩、浅水
湾、亲水平台等，打造一条空间融合、设施齐
全、交通便捷、生态良好的市民休闲廊道和创
意文化展示廊道。

景观提升工程突出“水”之灵性，形成以
永定河引水渠滨水景观带为主要内容的“一
带、两核、多点”的景观带，并串联起我国自
行设计、自行建设的北京石景山模式口水电站
和首钢工业遗址等著名景点，形成区域游憩联
动，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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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园区应用场景在沪落地

10 月 14 日 至
19日，对口援疆19
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在新疆美术馆
展出，多姿多彩的
非遗展演项目吸引
了许多游客前来参
观。此次参展的 200
多个非遗项目，包
含 技 艺 、医 药 、美
术、舞蹈、音乐、戏
剧等门类，其中国
家级非遗项目超过
了100个。图为游客
在选购年画。

蔡增乐摄
（人民视觉）

非
遗
展
演
人
气
旺

10月18日，为期3天的2021年第七届中国 （连云港） 丝绸之路国际物流
博览会在江苏连云港市工业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区总面积 3.7 万平方
米，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家企业参展。图为观众在博览会上参观。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