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限额上调至8000元

财政部

24

日就海南离岛旅

客免税购物政策有关事项发

布公告称，将政策适用对象的

年龄条件调整为年满

１６

周岁，

免税商品品种扩大至

２１

种，将

离岛旅客每人每次免税购物

限额调整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元，同

时适当提高购买免税商品数量

范围。

公告强调， 免税限额中如

有剩余（或未使用），旅客可在

购买

１

件单价

８０００

元以上商品

时调剂使用，相应扣减应缴进

境物品进口税的税基，即旅客

在以 “商品零售价格

－

剩余免

税限额”计价缴纳进境物品进

口税的条件下， 每人每次还可

以购买

１

件单价

８０００

元以上的

商品。

图为海南省委常委、 常务

副省长谭力在新闻发布会后接

受媒体采访。 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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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连续下降意味着什么

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应从需求端发力

□

本报记者 张德斌

在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

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近日传出

两条消息，一是国家能源局通

知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

化示范区，二是国家电网表态

支持光伏发电并网。 这是一个

可喜变化，发出了国家扶持新

兴产业的政策从供应端转向

需求端的重要信号。

自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发

布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称 《决

定》）以来，包括节能环保、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

车在内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迎来了加速发展阶段。但以

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代表的部分

新兴产业在经历短暂繁荣后，

迅速陷入全行业亏损、 龙头企

业濒临破产的窘境。究其原因，

固然与国际金融危机、 欧美市

场萎缩有关， 但我国一些地方

政府在扶持新兴产业过程中过

于偏重供应端， 导致短时间内

大量项目上马、产能严重过剩，

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事实上，《决定》作为一个

纲领性文件，既提出要“加大

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引导

和鼓励社会投入”， 也明确要

求“积极培育市场，营造良好

市场环境”， 并将其置于更重

要的位置。 细看一些地方出台

的扶持政策， 大多把资金投

入、财税金融政策倾斜放在第

一位；而资金、政策倾斜又基

本只针对企业，很少顾及消费

者；同样作为企业，生产者、供

应端受到扶持更多， 使用者、

需求端则基本不被扶持；受到

扶持的生产企业，绝大多数资

金、政策的落点又仅仅指向规

模扩张，很少顾及科技创新和

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这样一来，低水平重复建

设、产能严重过剩就成为必然

结果。 光伏产品

95%

以上的市

场在海外，国内市场能吸纳的

不到

5%

。 一旦海外需求萎缩，

巨大的过剩产能和天量库存

就成为高悬在市场头上的“堰

塞湖”，无论欲疏欲堵，都是进

退两难。（下转A02版）

全球市场表格

多项光伏发展支持政策或出台

分布式光伏发电将获支持

第二批金太阳示范工程即将启动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王荣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

近期各部委及国家电网可能密

集出台光伏发展相关政策，通过

鼓励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和启

动第二批金太阳工程等举措进

一步开拓光伏企业国内市场。

财政部、住建部、国家能源

局以及众多银行代表

25

日将在

保定开会，探讨解决光伏行业困

局之道，不排除会议期间或之后

有相关政策出台。

国家电网有关人士日前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26

日国家

电网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支

持分布式光伏发电站建设及光

伏发电并网的有关意见，并公布

分布式光伏电站接入电网的相

关标准。

该意见的最大亮点在于，针

对单个并网点装机容量在

6

兆瓦

以下，且接入电压在

10

千伏以下

的光伏项目， 将减免包括调试、

检测等在内的服务费用。 同时，

满足上述条件的光伏电站接入

电网的投资将由国家电网负责，

即免去接入费。

此外，江苏省财政厅上周五

发文要求，省内有关企业

26

日前

上交

2012

年度第二批金太阳示

范工程的申报材料。 一般情况

下，各省储备好金太阳申报材料

后， 就会向财政部提交相关资

料。 业内人士表示，地方要求本

周内完成相关材料申报，意味着

全国范围内的第二批金太阳示

范工程即将启动。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相关政

策逐步落实，晶片、组件、逆变

器、蓄电池等上下游产业及相关

的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解决

商， 将在政策带动下获得实质

利好。 （相关报道见A11版）

“十二五”能源发展确定七项重点任务 核电安全、中长期发展规划获通过

核电建设稳妥恢复 准入门槛提高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２４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再次

讨论并通过 《核电安全规划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和《核电中长期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会议讨论通过的《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

时期，要加快能源生产和利用方

式变革， 强化节能优先战略，全

面提高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效

率， 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构

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

能源产业体系。 重点任务是：

（一）加强国内资源勘探开发。 安

全高效开发煤炭和常规油气资

源，加强页岩气和煤层气勘探开

发， 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和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二）推动

能源的高效清洁转化。 高效清洁

发展煤电，推进煤炭洗选和深加

工， 集约化发展炼油加工产业，

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 （三）推动

能源供应方式变革。 大力发展分

布式能源， 推进智能电网建设，

加强新能源汽车供能设施建设。

（四）加快能源储运设施建设，提

升储备应急保障能力。 （五）实施

能源民生工程，推进城乡能源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六）合理控

制能源消费总量。 全面推进节能

提效，加强用能管理。 （七）推进

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重点

领域改革，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

制，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领

域。 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科技装

备水平。 深化国际合作，维护能

源安全。

会议讨论通过 《核电安全规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和《核电中长

期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会

议指出，去年

３

月以来，在对运行、

在建核电机组进行综合安全检查

的基础上，国务院两次讨论这两

个规划，对待核电安全和发展是

十分严肃和慎重的。

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核电建设作出部署：（一）稳

妥恢复正常建设。合理把握建设

节奏，稳步有序推进。 （二）科学

布局项目。 “十二五”时期只在沿

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

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

目。 （三）提高准入门槛。 按照全

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

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

全标准。

会议强调，安全是核电的生

命线。发展核电，必须按照确保环

境安全、 公众健康和社会和谐的

总体要求， 把安全第一的方针落

实到核电规划、建设、运行、退役

全过程及所有相关产业。 要用最

先进的成熟技术， 持续开展在役

在建核电机组安全改造， 不断提

升我国既有核电机组安全性能。

全面加强核电安全管理。 加大核

电安全技术装备研发力度， 加快

建设核电安全标准法规体系，提

高核事故应急管理和响应能力。

强化核电安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

督。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相关报

道见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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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价值投资“贵州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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