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天价采暖”盼天然气入户救

急

新增需求正倒逼价改提速□本报

记者 汪珺

江南的冬天一向阴冷难熬。

2013年初，王先生决定自己掏钱，

为新居置办一套暖气设备。不料，

由于其所在地还未用上天然气，

各种“通气费”以及管道石油气相

对较高的价格， 令这个憧憬中的

“暖冬”最终付之东流。

像王先生这样有采暖需求的

南方家庭并不在少数， 过去的这

个寒冬更是使“南方供暖问题”再

度被热议。 由于集中供暖短期内

较难实现， 以小区或家庭为单位

采暖的现象在江浙沪一带大面积

萌生， 并由此催生了对天然气的

大幅度需求。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

出，到2015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将提高到7.5%， 天然气

使用人口将达到2.5亿人。 业内人

士认为， 不断增长的国内天然气

市场，一方面需要“开源”，另一方

面也亟待理顺定价机制， 促进价

格市场化，增强产业发展的动力。

由于我国管道天然气价格长期低

于市场水平， 目前已有部分城市

开始或正在酝酿提价， 为进一步

推进价改“热身”。

天价暖气“伤不起”

“原以为装了暖气就能过上

一个暖冬了， 哪知道要多花那么

多钱！ ”王先生一边抱怨，一边给

中国证券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

账：首先，燃气公司称由于这是采

暖用气， 因此需要上交近5000元

的“暖气扩容费”；其次，因为要在

主管线上安装支管，还要缴纳500

元的施工费；此外，因为燃气公司

的“不情不愿”，为使对方能够顺

利施工， 王先生请客吃饭又花去

1400多元。总的一算，光“通气费”

就花了近7000元， 比13600元的

“安装费”的一半还多。

多花的还远不止如此。 王先

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虽然其

家距离杭州市区不到半小时的车

程，但就是这样一个距离“天堂”

如此之近的地方， 却依然没有通

上天然气， 大部分居民用的还是

气化进入管道后的液化石油气。

“杭州城里烧天然气是3元/

方， 我们这里烧管道石油气的要

17元/方。 而且燃气公司说了，因

为我们是采暖而不是烧饭， 价钱

还要加到24元/方。 ”王先生扳着

手指计算到，“这样下来， 按照我

家一天10方天然气的采暖量计

算， 用天然气一个月的花费只有

900元， 但用24元/方的管道石油

气， 同样热值， 一个月就要花掉

2400多元！ ”。

既然已收了“扩容费”，为何

价格还不一样？ 据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对于

用液化石油气采暖，都存在“额外

收费”且“差异化定价”的情况。

“对于这种采暖收费，目前国

家没有统一的规定， 各地标准不

一。有的地方只收一个费用，有的

地方则重复收费， 有的甚至按照

商业用气的价格向居民采暖用气

收费，所谓‘扩容费’的标准也是

各地不一。 ”卓创资讯天然气分析

师王晓坤表示。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问题专

家刘毅军认为， 南方冬季用气峰

值可控性弱， 自家安装暖气需要

燃气公司相应提高调峰能力，因

此燃气公司会向用户收取一定费

用作为成本补偿。但既收取“扩容

费”，又提高采暖用气价格，有重

复收费之嫌。此外，“差别化定价”

的标准也不够清晰、透明。

企盼天然气进城入户

“既然管道石油气收费高，又

没有统一标准， 那我们什么时候

能用上天然气？ ”王先生感到，这

次的“暖气事件”使他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迫切地盼望能够用上天

然气。

王晓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目前，各地管道天然气和液化

石油气的价格的确差别很大。 以

北京为例， 北京的民用液化石油

气价格约7.76元/公斤， 民用天然

气价格则为2.28元/立方米。 折算

后，要获得同样热值，用液化石油

气的价格约为天然气的三倍。 此

外，管道天然气由政府定价，一段

运行周期内价位基本恒定不变，

对居民而言更加具备优势。

“而且，当前环境污染等问题

越来越受到关注， 天然气作为相

对清洁的能源， 提高其在一次能

源消费中的比重， 具有很大的社

会和环境效益。 ”她补充道。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报

告指出，2012年， 天然气占我国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上一年的

5%增至5.4%， 用气区域继续扩

展，用气人口超过2亿，城镇气化

率达到29%。其中，城市燃气消费

量由2000年的43亿立方米增至

2012年的578亿立方米， 占消费

总量的39.2%。

报告预计，2013年，天然气占

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将进一步提

高至5.8%，其中，城市燃气消费量

将继续领涨， 取暖用气、 交通用

气、分布式能源用气将增加。

“听说杭州周边已经有越来

越多城市用上天然气了， 我们这

儿去年底也有部分企业和居民区

通上了气。 我们希望天然气快点

进城入户， 这样新装的暖气才能

有用武之地。 ”王先生感叹。

需求倒逼价改提速

目前， 我国管道天然气价格

基本是政府定价，低于市场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 要提高天然气的

消费比重，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否

则将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

入， 天然气市场也难以获得更大

发展。

国家发改委去年12月发布了

《天然气利用政策》， 明确提出要

继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 完善

价格形成机制， 加快理顺天然气

价格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

“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

价关系，意味着要推进天然气价格

机制改革，其实质就是要改变目前

天然气定价不合理、价格水平过低

的现状，这是鼓励天然气生产和进

口的重要前提。 ”刘毅军指出。

2010年， 我国各地民用天然

气价格曾经历过一轮涨价， 但仍

存在调价空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

春节前从业内人士处获悉， 目前

部分省市正在酝酿提高天然气价

格。其中，浙江省预计计划用气量

内的上调0.2-0.3元/立方米，计划

量外的上调0.5-0.7元/立方米；江

苏省一些地市正在考虑提高天然

气终端销售价格， 最高上调幅度

为0.7元/立方米。

与此同时， 长春市已明确表

示，将于2月25日上午举行调整民

用燃气价格听证会， 拟将民用天

然气价格由现行的2.00元/立方米

上调至2.80元/立方米。

“2010年调价没有到位，导致

很多地区天然气价格一直有欠

账。 若提价，应该是为扩大试点、

推行价改做准备。 东部沿海地区

支付能力较强、 天然气消费量较

大， 先在东部地区推行价改的可

能性也比较大。 ”刘毅军分析称。

“应该说全国天然气价格上

涨会是一个趋势。 一些经济较发

达、承受能力较高的地区如华东、

沿海等省份，可能会优先接纳；内

陆、北方等地由于气价长期较低，

则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安迅

思息旺能源天然气分析师钱莉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大马力高性能农机补贴标准提高

农机购置补贴对象微调

□本报记者 顾鑫

据农业部消息，农业部、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近日在解读

2013

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有关情况时

称，积极引导农民购置高性能、大

马力、复式作业农业机械，允许各

省可以将价格较低的机具不列入

中央财政资金补贴范围， 并适当

提高大马力高性能机械单机补贴

额上限。

补贴标准方面，一般机具单

机补贴限额不超过

5

万元。 为缓

解农民全价购买大型农机时的

筹款压力， 允许各省在不突破

总体不超过

30%

补贴比例和中

央财政最高补贴额的前提下，

可将

10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

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 大型免

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

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单机

补贴限额提高到

15

万元；

200

马

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提

高到

25

万元； 甘蔗收获机单机

补贴限额提高到

20

万元， 广西

壮族自治区提高到

25

万元；大

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限额提

高到

30

万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高到

40

万元。

2013

年，农机购置补贴对象

和经销商的确定还进行了微调。

原来补贴对象中的“直接从事农

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改

为“从事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 主要考虑部分种养殖

合作社，虽然不直接从事农机作

业，但对其购置农业机械也应鼓

励和支持。

此外，还增加了“对每户农

牧渔民、农场（林场）职工及每个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享受

补贴购置农机具的台（套）数或

享受补贴资金总额应设置上限，

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等条款。

增产不增收

新浪调整管理层

□本报记者 王荣

在公布

2012

年四季度及全年

业绩的同时， 新浪首席执行官曹

国伟对管理层做出调整， 首席运

营官

(COO)

杜红升兼联席总裁，同

时空降许良杰为新浪首席技术

官，以提升新浪微博在产品、技术

上的能力和用户体验。

财报数据显示， 新浪第四季

度净营收

1.3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

； 净利润

240

万美元， 同比降

74.2%

。

2012

年全年净营收

5.293

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

10%

；净利

润

3170

万美元。

广告收入仍是新浪的主要营

收来源，

2012

年，新浪的广告营收

为

4.129

亿美元， 较上年度增长

12%

。

2012

年新浪微博的总收入

约为

6600

万美元， 而全年微博业

务总成本近

1.6

亿美元。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 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

超

5

亿，同比大幅增长

74%

，日活

跃用户数达到

4620

万， 微博用户

数与活跃用户数保持稳定增长。

新浪预计，

2013

年第一季度

公司的净营收将在

1.15

亿美元至

1.19

亿美元之间， 其中广告营收

将在

9400

万美元至

9600

万美元

之间。

受益浆粕反倾销

春节后粘胶厂家普遍提价

□本报记者 顾鑫

第一纺织网数据显示， 粘胶

厂家报价出现本轮价格反转周期

开启以来的第二轮普涨， 中端主

流报价上调

100 -200

元

/

吨 ，至

14800-15200

元

/

吨， 实际成交重

心在

14800

元

/

吨上下； 高端报价

15200-15300

元

/

吨， 实际成交在

15100-15200

元

/

吨。

业内分析认为， 受进口浆粕

反倾销立案调查事件影响， 浆粕

厂家提价意愿较强， 这对粘胶价

格构成成本支撑； 加上粘胶厂节

前订单充裕等原因， 后期粘胶价

格预计将维持上涨势头。

复苏走势基本确立

对于本轮粘胶产业复苏，券

商分析师认为， 纺织服装在整个

经济周期中是明显的早周期行

业， 纺织服装行业的复苏将带动

原料的景气复苏， 尤其是目前开

工率比较高、 后续新增产能比较

少的化纤原料。 目前整个化纤行

业的库存增速处于历史的底部，

潜在的补库存需求会放大短期的

需求增速。 从产能利用率和新增

产能的情况来看， 粘胶短纤是首

选的子行业之一。

银河证券研究报告显示，纺

纱原料中，棉花约占

50%

，粘胶短

纤只占

10%

，用棉量约有

10%

是弹

性的； 粘胶短纤综合性能优于棉

花，目前和棉花价格倒挂，比价优

势明显。 在行业供需结构不断转

好的背景下， 粘胶短纤价格反弹

有望持续。据测算，粘胶价格每上

涨

1000

元

/

吨，南京化纤、澳洋科

技、 三友化工和新乡化纤的每股

收益将提升

0.27

元、

0.24

元、

0.16

元

和

0.14

元。

数据显示， 全国粘胶产能接

近

270-290

万吨， 存在阶段性过

剩。 相对于每年

700-1000

万吨的

棉花消费量而言，

5%

的替代就能

够拉动

35-50

万吨的粘胶短纤需

求。 实际上，

2009

年以后，粘胶短

纤在国内的消费量一直维持

10%

-15%

的增长速度，而棉花的消费

量反而缓慢下降， 这证明实际生

产中替代一直存在。

2012

年棉花

的收储价格

19800

元

/

吨，

2013

年

是

20400

元

/

吨， 收储价格调高将

推升棉花现货价格。

盈利改善仍待观察

随着粘胶产品价格上涨 ，

相关公司的盈利空间得到改

善。 在盈利预期好转的推动下，

相关公司股价近期也大幅上

涨。 反弹的高度决定于盈利改

善的程度， 然而实际改善的情

况并不确定。

分析人士认为， 浆粕反倾销

虽然在短期提升了粘胶的价格，

但是长期看粘胶的生产成本也将

上升并挤压其利润空间。 此外，价

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 下游接受

的情况也有待观察。

第一纺织网总编辑汪前进认

为， 当前粘胶价格已经高于动态

成本，行业整体扭亏为盈，但盈利

空间未来能否进一步提升到多大

还不确定， 行业内对此也存在分

歧。 尽管

1

月份数据显示内外需都

不错，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

1

月份

数据的可比性较差， 最好看一季

度整体的情况。 如果宏观经济处

于弱复苏而不是强复苏过程中的

判断成立， 则粘胶盈利空间的扩

大也不能太乐观。

对于浆粕反倾销的影响，业

内人士认为，短期看，粘胶价格提

前上涨，可以解读为利好，但长期

看， 粘胶企业用完前期的低价原

料后， 生产成本的上升将挤压企

业利润空间。

■ 产业调查

商务部筹划增加纺织加工贸易配额

□本报记者 张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纺织工业

联合会获悉， 近期商务部正筹划

年内增加纺织工业加工贸易配

额， 以改善国内纺织服装出口低

迷的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 获得纺织工

业加工贸易配额的企业可以实现

零关税进口配额棉花， 而一般企

业只有有了加工贸易订单后才能

申请配额进口棉花。 纺织企业海

外订单的多少， 成为可否充分利

用加工贸易配额的关键。

纺织工业联合会预测，

2013

年纺织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将呈

现前稳后高走势。 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高勇认为，受欧债

危机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

2013

年国际市场并不具备显著

好转的条件， 但并不会继续恶

化，纺织行业出口形势将保持相

对稳定。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 ，

2013

年

1

月份，我国出口纺织品服

装

246.91

亿美 元 ， 同比增长

14.74%

， 增幅较上月扩大

3.91

个

百分点。

在线旅游经营9月前有望立规矩

□本报记者 张洁

权威人士透露， 国家旅游局

正在研究制定 《在线旅游经营规

范和监管办法》， 有望在今年

9

月

底前完成。

分析人士指出， 在线旅游经

营业务发展迅猛，

2012

年中国在

线旅游交易规模已达

1729.7

亿

元，份额不断扩大。但对于在线旅

游市场， 目前仍缺少针对性的监

督管理与处罚条例。 上述管理办

法出台， 将促进在线旅游市场规

范健康发展。

监管办法呼之欲出

艾瑞咨询发布最新研究报告

显示，

2012

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

交易规模为

1729.7

亿元， 较上年

同期增长

31.6%

。在线旅游经营业

务在整个旅游市场所占据的份额

越来越大， 同时也给市场监管部

门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对于旅

游电子商务企业， 缺少针对性的

监督管理与处罚条例； 对于在线

旅游市场，缺少净化市场环境、促

进公平交易和市场规则的有效手

段。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整套在线

旅游市场监管的规范和标准，用

于指导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对在线

旅游市场的监督和监控。

旅游业内专家建议， 监管办

法应涉及对经营旅游产品的旅游

电子商务企业自身资质审核、管

理责任追溯、 企业经营评价体系

和标准体系建设、 在线旅游交易

电子合同规范等内容。

随着传统旅行社、酒店、景区

纷纷投身在线旅游业务， 在线旅

游市场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 中

国国旅、首旅股份、中青旅等旅游

业上市公司均有网络直营产品，

它们旗下的在线旅游网站分别是

国旅在线、神州旅游、中青旅遨游

旅游网； 快捷酒店龙头锦江股份

也通过发展线上会员扩大 “锦江

之星”酒店网络直销的业务份额。

直销网站成新引擎

在线旅游市场上，依据业务

经营模式的不同，可分为：旅游

产品直销网站、旅游产品分销平

台、

B2B

同业交易平台、

C2C

交易

平台。

艾瑞咨询研究报告称，

2012

年在线旅游代理（

OTA

）市场规模

达

94

亿元， 较上年增长

19.7%

，仍

占据在线旅游市场较大份额。 不

过， 中国的在线旅游市场引擎正

逐渐发生改变。 易观国际分析师

认为， 以

OTA

模式引领的第一个

阶段已走向终点， 在线直销———

酒店、 景区以及旅行社产品的直

销业务， 将引导在线旅游市场走

向下一个爆发期。

以酒店为例，

OTA

利用其在

分销渠道的垄断优势， 对酒店利

润的压榨引发了酒店的不满，

O－

TA

通过佣金对酒店利润的侵蚀

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 这促使酒

店加快寻求在线直销机会。 分析

人士认为，拓展在线营销渠道、发

展官网和线上会员体系， 已成酒

店行业大势所趋。

7

天董事局联席主席郑南雁

曾公开透露，

7

天酒店七成房费收

入来自官网。 截至目前，

7

天会员

已经突破

7000

万， 保持着中国酒

店行业最大的会员体系， 且基本

摆脱了对

OTA

的依赖。

分析人士表示， 我国传统旅

游企业线上营销潜力巨大， 不少

企业在

OTA

分销渠道的基础上，

开始建立官网，发展会员体系，逐

步减少对

OTA

的过度依赖。 未来

旅游产品直销网站、 垂直搜索带

来的销量将持续快速增长，和

O－

TA

并行，成为酒店在线预订的三

大主要渠道。

2013年进口胶价或继续下跌

短期未对轮胎企业构成利好

□本报记者 顾鑫

实习记者 徐伟平

2012

年全国天然橡胶进口量

增价跌， 鉴于我国天然橡胶对外

依存度较高， 轮胎等下游行业的

生产成本随之下降；展望

2013

年，

进口胶价格有可能继续下跌。 业

内人士认为， 尽管轮胎企业的生

产成本下降， 但产品价格也随之

下调， 因此其利润空间未必会受

益于胶价下跌， 真正的好转应当

是在胶价企稳和缓步回升之时。

进口胶价下跌约三成

海关总署公布的

2012

年全国

进口重点商品量值数据显示，

2012

年， 我国累计进口天然橡胶

218

万

吨，较

2011

年（

210

万吨）高出

3.6%

；

进口金额为

68.13

亿美元， 同比下

降

27.4%

。 这意味着天然橡胶进口

量增加的同时，价格却在下降。

2012

年， 福建省共进口天然橡

胶

12.3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2%

；价值

3.6

亿美元，下降

19.9%

；进口平均价格

为

2914

美元

/

吨，跌幅为

31.1%

。 山东

口岸进口天然橡胶

114.3

万吨， 同比

增加

1.6%

； 价值

37.4

亿美元， 下降

29.03%

； 进口平均价格为

3276

美元

/

吨，跌幅为

30.4%

。

分析人士认为， 进口天然橡

胶价格下跌， 主要是受到宏观经

济形势的影响， 尽管中国天然橡

胶对外依存度较高， 但是天然橡

胶是全球定价的产品， 需求的萎

缩必然导致价格的下跌。

对于今年的进口天然橡胶价

格走势， 业内人士预计，

2013

年全

球汽车业发展的信心依然不足，轮

胎市场总体疲软，再加上天胶产量

还在增长，胶价有可能继续下跌。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员马堃表

示，

2013

年国内天然橡胶供应量

很大，供大于求的现象依然存在，

大部分东盟国家天然橡胶种植面

积依然在扩大， 加之国内中间商

库存了大量的天然橡胶， 预计今

年天然橡胶价格相对

2012

年仍有

下跌的可能。 数据显示，

2013

年，

天然橡胶产量预计增加

4%-6%

，

超过

1082

万吨。

轮胎企业短期未获利好

胶价下跌给市场带来了轮胎企

业成本下降、盈利好转的想象空间。

据国金证券分析师测算 ，

2013

年天然橡胶价格有可能继续

下跌，围绕在

2.5

万元

/

吨震荡，以

2012

年天胶均价

2.68

万元

/

吨计

算，有

6.7%

的下降空间，以橡胶

成本（天胶

+

合成胶）占轮胎

60%

，

轮胎毛利率

15%

计算， 胶价降低

6.7%

可提升销售净利率约

2.6%

。

不过，在轮胎企业看来，胶价

价格下跌短期并未对企业构成利

好。 青岛双星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

长期看， 橡胶价格下跌对企业构

成利好， 但短期内由于企业都有

原材料存货，价格相对较高，一旦

原料降价， 下游客户也会有产品

降价要求，对企业不见得是好事。

江南“天价采暖”盼天然气入户救急

新增需求正倒逼价改提速

□本报记者 汪珺

江南的冬天一向阴冷难熬。

2013

年初，王先生决定自己掏钱，

为新居置办一套暖气设备。不料，

由于其所在地还未用上天然气，

各种“通气费”以及管道石油气相

对较高的价格， 令这个憧憬中的

“暖冬”最终付之东流。

像王先生这样有采暖需求的

南方家庭并不在少数， 过去的这

个寒冬更是使“南方供暖问题”再

度被热议。 由于集中供暖短期内

较难实现， 以小区或家庭为单位

采暖的现象在江浙沪一带大面积

萌生， 并由此催生了对天然气的

大幅度需求。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

出，到

2015

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将提高到

7.5%

， 天然气

使用人口将达到

2.5

亿人。 业内人

士认为， 不断增长的国内天然气

市场，一方面需要“开源”，另一方

面也亟待理顺定价机制， 促进价

格市场化，增强产业发展的动力。

由于我国管道天然气价格长期低

于市场水平， 目前已有部分城市

开始或正在酝酿提价， 为进一步

推进价改“热身”。

天价暖气“伤不起”

“原以为装了暖气就能过上

一个暖冬了， 哪知道要多花那么

多钱！ ”王先生一边抱怨，一边给

中国证券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

账：首先，燃气公司称由于这是采

暖用气， 因此需要上交近

5000

元

的“暖气扩容费”；其次，因为要在

主管线上安装支管，还要缴纳

500

元的施工费；此外，因为燃气公司

的“不情不愿”，为使对方能够顺

利施工， 王先生请客吃饭又花去

1400

多元。总的一算，光“通气费”

就花了近

7000

元， 比

13600

元的

“安装费”的一半还多。

多花的还远不止如此。 王先

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虽然其

家距离杭州市区不到半小时的车

程，但就是这样一个距离“天堂”

如此之近的地方， 却依然没有通

上天然气， 大部分居民用的还是

气化进入管道后的液化石油气。

“杭州城里烧天然气是

3

元

/

方， 我们这里烧管道石油气的要

17

元

/

方。 而且燃气公司说了，因

为我们是采暖而不是烧饭， 价钱

还要加到

24

元

/

方。 ”王先生扳着

手指计算到，“这样下来， 按照我

家一天

10

方天然气的采暖量计

算， 用天然气一个月的花费只有

900

元， 但用

24

元

/

方的管道石油

气， 同样热值， 一个月就要花掉

2400

多元！ ”。

既然已收了“扩容费”，为何

价格还不一样？ 据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对于

用液化石油气采暖，都存在“额外

收费”且“差异化定价”的情况。

“对于这种采暖收费，目前国

家没有统一的规定， 各地标准不

一。有的地方只收一个费用，有的

地方则重复收费， 有的甚至按照

商业用气的价格向居民采暖用气

收费，所谓‘扩容费’的标准也是

各地不一。 ”卓创资讯天然气分析

师王晓坤表示。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问题专

家刘毅军认为， 南方冬季用气峰

值可控性弱， 自家安装暖气需要

燃气公司相应提高调峰能力，因

此燃气公司会向用户收取一定费

用作为成本补偿。但既收取“扩容

费”，又提高采暖用气价格，有重

复收费之嫌。此外，“差别化定价”

的标准也不够清晰、透明。

企盼天然气进城入户

“既然管道石油气收费高，又

没有统一标准， 那我们什么时候

能用上天然气？ ”王先生感到，这

次的“暖气事件”使他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迫切地盼望能够用上天

然气。

王晓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目前，各地管道天然气和液化

石油气的价格的确差别很大。 以

北京为例， 北京的民用液化石油

气价格约

7.76

元

/

公斤， 民用天然

气价格则为

2.28

元

/

立方米。 折算

后，要获得同样热值，用液化石油

气的价格约为天然气的三倍。 此

外，管道天然气由政府定价，一段

运行周期内价位基本恒定不变，

对居民而言更加具备优势。

“而且，当前环境污染等问题

越来越受到关注， 天然气作为相

对清洁的能源， 提高其在一次能

源消费中的比重， 具有很大的社

会和环境效益。 ”她补充道。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报告

指出，

2012

年，天然气占我国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由上一年的

5%

增

至

5.4%

，用气区域继续扩展，用气

人口超过

2

亿， 城镇气化率达到

29%

。 其中， 城市燃气消费量由

2000

年的

43

亿立方米增至

2012

年

的

578

亿立方米， 占消费总量的

39.2%

。

报告预计，

2013

年，天然气占

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将进一步提

高至

5.8%

，其中，城市燃气消费量

将继续领涨， 取暖用气、 交通用

气、分布式能源用气将增加。

“听说杭州周边已经有越来

越多城市用上天然气了， 我们这

儿去年底也有部分企业和居民区

通上了气。 我们希望天然气快点

进城入户， 这样新装的暖气才能

有用武之地。 ”王先生感叹。

需求倒逼价改提速

目前， 我国管道天然气价格

基本是政府定价， 低于市场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要提高天然气的消

费比重，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否则

将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天

然气市场也难以获得更大发展。

国家发改委去年

12

月发布了

《天然气利用政策》， 明确提出要

继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 完善

价格形成机制， 加快理顺天然气

价格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

“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

比价关系， 意味着要推进天然气

价格机制改革， 其实质就是要改

变目前天然气定价不合理、 价格

水平过低的现状， 这是鼓励天然

气生产和进口的重要前提。 ”刘毅

军指出。

2010

年， 我国各地民用天然

气价格曾经历过一轮涨价， 但仍

存在调价空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

春节前从业内人士处获悉， 目前

部分省市正在酝酿提高天然气价

格。其中，浙江省预计计划用气量

内的上调

0.2-0.3

元

/

立方米，计划

量外的上调

0.5-0.7

元

/

立方米；江

苏省一些地市正在考虑提高天然

气终端销售价格， 最高上调幅度

为

0.7

元

/

立方米。

与此同时， 长春市已明确表

示，将于

2

月

25

日上午举行调整民

用燃气价格听证会， 拟将民用天

然气价格由现行的

2.00

元

/

立方米

上调至

2.80

元

/

立方米。

“

2010

年调价没有到位，导致

很多地区天然气价格一直有欠

账。 若提价，应该是为扩大试点、

推行价改做准备。 东部沿海地区

支付能力较强、 天然气消费量较

大， 先在东部地区推行价改的可

能性也比较大。 ”刘毅军分析称。

“应该说全国天然气价格上

涨会是一个趋势。 一些经济较发

达、承受能力较高的地区如华东、

沿海等省份，可能会优先接纳；内

陆、北方等地由于气价长期较低，

则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安迅

思息旺能源天然气分析师钱莉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国家级旅行社

首批牌照今年发放

20

日，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国家旅游局独家获悉，国

家旅游局计划在今年年内

完成国家级《旅行社等级划

分与评定》标准的研发和发

布工作。 根据评定标准，中

国国旅、中青旅有望首批获

得国家级旅行社最高

5A

级

牌照。

业内人士称， 继酒店、

景区划分等级后，未来游客

在选择旅行社时，也可以参

照

4A

、

5A

等级进行挑选。 分

析人士表示，国家级旅行社

牌照的发放，将有利于区分

旅行社的级别，方便游客出

游时选择。 不过，目前对国

家级旅行社的相关扶持及

配套政策尚不明确。

国家旅游局规划称，具

备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具有

代表性的

1-3

家旅行社开展

1A-3A

级试评，

4A

和

5A

级旅

行社试评工作将由国家旅游

局在东、中、西部各选择一个

省份分别进行。

据了解， 本次评定标准

颇为严格。 参照北京市旅行

社等级评定委员会公布的

《旅行社等级划分与评定》标

准，旅行社自上而下分为

3

个

等级：

3A

、

4A

、

5A

， 评分对旅

行社的基本条件、营业条件、

服务项目、 管理机制以及商

业信用和社会声誉等几方面

进行了详细规定。 其中，北

京市

5A

级旅行社需达到正式

成立并营业五年以上，在境内

外拥有

15

家以上全资、绝对控

股或相对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和旅行社门市部，且至少有一

家分布在境外等基本条件；经

营业绩上也要求近两年年平

均组织和接待旅游者

30

万人

次，年均营业收入

2

亿元以上，

所缴税金居于北京市旅行社

业前

50

名等条件。（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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