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涨8% 四川天然气调价方案出炉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

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四川省发改委

已于近日下发通知，7月10日起该

省非居民用天然气最高综合门站

价格从1.98元/方上调0.163元/方

至2.143元/方，涨幅为8%；居民天

然气价格、存量气中化肥生产用气

门站价格、车用压缩天然气(CNG)

销售价格保持不变。

分析人士指出，四川省的调整

幅度低于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市场对此次天然气价格上调

影响的担心，气头化工企业、天然

气终端设备用户等受冲击程度也

可能低于预期。 此次气价调整落实

尚需一定时日， 其影响将逐步显

现。

综合作价“保护”下游

与国家发改委按照存量气和增

量气的不同标准进行分别调整的政

策不同，四川是将存量气和增量气加

权综合作价，非居民用气最高综合门

站价格为2.143元/方， 供需双方可在

该价格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而居民

用气价格不作调整。

“此前，四川的非居民用存量气

价是1.93元/方， 增量气价是2.79元/

方，调整后，价格是向原先存量气的

价格方向靠拢的。 ”安迅思息旺能源

天然气分析师王瑞琦指出， 这种调

价方案一定程度“保护”了下游用户

的利益： 存量气用户分担了一定用

气成本但又增幅不大， 同时也不至

于因价格过高而阻碍了新增用户的

发展。

四川省物价局相关人士也表示，

考虑到当地天然气产业发展较早，区

分存量气和增量气的价格不利于排

解下游新老用户的价格矛盾，且四川

当地存量气较多，增量气较少，综合

作价办法最为可行。

国家发改委提出， 此次天然气

门站价格调整中， 化肥用气价格的

涨幅不得超过0.25元/方。 在四川省

的方案中，存量气里，化肥生产用气

门站价格不作调整， 仍维持1.34元/

方， 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门站价格内

进行协商。

车用压缩天然气(CNG)的销售价

格也不做调整，仍为4元/方，只是门

站价格提高到1.89元/方。四川省发改

委在通知中指出， 新价格执行后，车

用压缩天然气企业所增加的支出，通

过降低各级政府征收的天然气价格

专项调节金进行消化。

“在国家发改委6月28日提出天

然气调价方案后，四川是比较早出台

相关政策的省份， 具有一定参考意

义。 ”王瑞琦指出，涨价后，一些承受

力不强或原先试图利用天然气的低

成本赚大钱的用户会受到影响，但有

助于引导对清洁能源的理性消费，有

利于天然气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低于预期 缓和担心

有业内人士指出，从四川省的方

案看，无论是调价幅度，还是其提出

的保持现有化肥生产用气门站价格

和车用压缩天然气(CNG)终端价等，

均低于市场预期。 从方案中可见，当

地政府已考虑到气价上调幅度过大

对下游用户的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市场对此次天然气价格上调

影响的担心。 气头化工企业、天然气

终端设备用户等受冲击程度也可能

低于预期， 相关上市公司如泸天化、

川化股份、北人股份等。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目前

吉林、海南、安徽、江西等省也陆续

下发了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

指导性意见， 但省内各地市的价格

调整尚未跟进。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

此次气价调整落实尚需一定时日，

其影响也要根据各省方案公布后逐

步显现。

“总体上看， 预计调价对下游用

户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对于未

进行油改气、 煤改气的用户而言，增

量气价提升幅度较高，其改造进程会

放缓；二是化肥用气量会缩减；三是

加气站方面，预计CNG加气站变化不

大， 但LNG加气站的盈利空间将缩

小。 ”王瑞琦称。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方案落定

文化产业融合政策支持有望强化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

方案终于落定。

7

月

17

日，中国政

府网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其中，“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

本审查，实行梗概公示”被部分媒

体解读为电影审查制度开始放开

的信号。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

人士表示，该政策并非新政，电影

审查放开属误读。

在机构设置上，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加强了产业融合、新兴业

态的管理力度， 推动数字出版、

三网融合、新媒体、文化与科技

融合等方面的发展。 业内人士表

示，产业融合、新兴业态的政策

支持有望强化。

电影审查放开属误读

17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三定方案正式公布，其中“取消一般

题材电影剧本审查，实行梗概公示”

受到高度关注。不少网站均以“电影

审查松绑”为题报道该事件，微博上

也热议电影审查放开的话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第一时间向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求证，相

关负责人表示， 取消一般题材电

影剧本审查是老政策， 现在只不

过是重申政策而已。 电影审查制

度目前没有变化。 网上的相关报

道是断章取义，误导公众。

“请注意是剧本审查取消，这

个在电影局的行政管理上早就按

此执行。 只要电影拍摄机构向电

影局提交

2000

字的剧本梗概即可

拿到拍摄许可证。 ” 上述人士强

调， 不存在审查剧本一说，“电影

拍摄完毕后的成品是要送到电影

局审查的。 这点没有改变。 ”

此外，何为“一般题材”，不少人

对此概念并不清晰。上述人士指出，

一般题材是指不违反 《电影管理条

例》里面影片类型禁止条款，也就是

说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宗教、外交

政策等的题材都是一般题材。

不过， 此前电影剧本的梗概

是电影局内部掌握， 不进行公开

公示。 如今，三定方案中明确提出

“实行梗概公示”。 上述人士有些

疑惑：“梗概若网上公示的话，会

出现原创作者的创意被别人抄

袭，著作权遭到侵犯的可能。 以何

种方式公示最妥当， 这个问题还

需研究。 ”

产业融合有望提速

在机构设置上， 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加强了产业融合、 新兴业

态的管理力度，推动数字出版、三

网融合、新媒体、文化与科技融合

方面的发展。

三定方案中提出， 取消广播

电视传输网络公司股权性融资审

批， 且明确提出推进广电网与电

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中广互联

CEO

曾会明表示，在

2013

年初组建方案宣布获批之

后， 国家广电网络公司的组建工

作又渐渐沉寂， 此次三定方案的

出台意味着合并后的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领导的确定， 接下来将是

国网公司领导班子的确认， 进而

推进国网公司的组建。

一位传媒分析师则表示，目

前各地方广电公司上市融资须经

过中宣部及广电总局的审批，此

次取消股权性融资审批， 意味着

地方广电公司上市之路的开放。

曾会明表示， 从扩大产业体

量、增强公司治理能力的角度看，

地方广电公司的上市有利于行业

整体发展， 而对国网公司组建造

成何种影响，还需持续观望。

融合网主编吴纯勇认为，要

想真正推动三网融合的全面铺

开、真正提升有线行业的竞争力，

并且快速推动未来国家级有线电

视网络公司的成立， 还需要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工信部两大

部委旗下的相关部门能够出台具

体详尽的实施方案。

此外，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

立数字出版司， 旨在加强数字出

版的扶持和管理力度。 《出版发

行》杂志总编辑庞沁文表示，出版

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政策引导，今

后总局在这方面将会加大支持力

度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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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天猫旗舰店暑期销售额激增

在线旅游市场暑假剧目精彩不断

□本报记者 张洁

如今的传统旅行社已全方位

开展互联网市场布局， 不仅设立

了官网“专卖店”，还在天猫商城

做起了“直营店”生意。 自年初中

青旅将旗下最具卖点的 “百变自

由行” 部分旅游线路搬上天猫商

城，其网店销售金额逐月递增。

中国证券报记者粗略统计，

截至

2013

年

7

月

17

日，天猫旗舰店

销量排名前

50

的路线产品近一个

月销售额总计达

1608.15

万元。 中

青旅董秘办有关负责人

17

日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把旅行社的旅游产品逐步推上

线， 将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大趋

势，线上产品也将越来越丰富。

艾瑞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

第一季度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

已经达到

452.7

亿元。 在线旅游市

场如此诱人， 不仅吸引了传统旅

游企业纷纷上线， 也引得互联网

大佬们分外垂涎。

16

日，阿里巴巴

宣布战略投资穷游网， 为旗下淘

宝旅游提供优质出境游产品服

务。 另外，近日腾讯也传出将参股

携程的消息。

随着暑假游进入高峰， 旅游

电商“抢客”全面打响价格战。 这

个夏天， 在线旅游市场将轮番上

演精彩剧目，值得众人期待。

传统旅行社“触电”

自今年年初中青旅携旗下“百

变自由行” 部分旅游线路入驻天

猫，中青旅网络“直营店”生意日渐

红火。 上线半年来，中青旅天猫旗

舰店热点线路月销售量逐月攀升，

目前销售的旅游产品已突破

10

万

件。 经粗略统计，

2013

年

6

月

18

日

-

2013

年

7

月

17

日， 天猫旗舰店销量

排名前

50

的路线产品销售额总计

达

1608.15

万元。 不过，相比官网销

量，天猫旗舰店的销售份额占比仍

较小，销售产品品种也有限。

据了解， 中青旅天猫商城设

有入台证办理、自由行、组团游三

大服务项目，不过，热门旅游路线

中， 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地区出

发的马尔代夫、香港、台湾、新加

坡、出境海岛游、

clubend

专区的部

分旅游线路。 中青旅天猫旗舰店

的销售人员介绍， 目前天猫网店

销售产品价格与中青旅旗下遨游

网官网销售价格一样， 部分产品

如台湾签证的价格则比一般市面

价格要便宜很多。

对于未来互联网市场的发展

战略， 中青旅有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将着力拓展互联网销售市场，把

旅游产品逐步上线将是企业未来

发展一大趋势，包括中青旅旗下遨

游网、天猫旗舰店都将是旅游线路

的销售重要渠道。未来除热门路线

外，天猫旗舰店还将继续增加其他

线路及相关旅游产品的销售———

包括景区门票、配套酒店、机票等

一系列全套旅游服务产品。

大佬布局旅游电商

16

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战

略投资中文旅游咨询和在线增值

服务提供商穷游网。 公司方面表

示，穷游网可以为阿里巴巴旗下的

淘宝旅行提供优质出境游产品服

务， 让用户找到适合自己的机票、

酒店，促进淘宝旅行业务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 今年以来，阿

里巴巴在“旅游链”整合方面有提

速迹象。

2013

年

1

月，集团整合旗下

旅游业务， 成立航旅事业部；

5

月

份，集团战略投资旅行记录及分享

应用商“在路上”；

7

月，一淘网又高

调进军旅游垂直搜索领域。而此次

投资穷游网， 有望把淘宝打造成

“旅游交易

+

社区”的组合。

无独有偶， 被业内炒得沸沸

扬扬的腾讯将出资约

60

亿美元参

股携程的消息， 虽遭到双方的否

认， 但腾讯在在线旅游领域布局

多年已是有目共睹。

2010

年，腾讯

推出

QQ

旅游平台， 提供航班预定

查询服务；

2011

年，斥资近

6000

万

收购同程网

30%

股权； 同年，以

8440

万美元成为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公司艺龙的第二大股东。

在线旅游市场令大佬们垂涎

三尺的“奥秘”，自然还在于其广

阔的市场空间。 艾瑞咨询最新研

究报告指出，

2013

年第一季度，在

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

452.7

亿

元，同比增长

28.7%

，远超此前对

2013

年在线旅游市场全年规模到

345

亿元的市场预期。

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称 ，

2013

年中国将超过日本， 成为全

球第二大旅游市场， 其中出境游

市场增速将高于整体增速， 预计

到

2020

年中国出境游市场价值将

达到整体市场的

28.3%

。

在线旅游拼价战

这个夏天， 颇具看点的不仅

是各路商家使出浑身解数抢夺在

线旅游市场， 还有随着高考成绩

出炉、中小学生陆续放假，暑假游

全面进入高峰期，旅游电商为“抢

客” 纷纷推出优惠促销活动，“价

格战”再次打响。

7

月初，去哪网宣布，旗下旅

游频道将补贴

1

亿元推出大型暑

期促销活动， 通过酒店直销预定

暑假期间全国范围内的酒店，即

有机会获得房费

25%

的现金返还，

相当于网络售价的

7.5

折。

同月， 在线旅游龙头的携程

也启动了

2013

暑假优惠促销———

“全球门票千万元返现” 活动，活

动期间， 通过携程预订热门景区

门票，

90%

以上可有返现， 且手机

预定最高返现额可高达网站

6

倍。

另外， 淘宝旅游斥资

5000

万

元打造“年中促”，将提供

1000

张

最热门目的地机票，以

9

元价格进

行秒杀。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从中青旅

天猫旗舰店了解到，

2013

年

7

月

1

日

-9

月

1

日期间， 包括马尔代夫、

普吉岛等部分旅游线路自由行价

格将在原价上打

6

折。

分析人士指出， 不同于其他

行业网上促销的 “清仓处理”策

略， 在线旅游暑期促销则是真金

白银投入。 由于机票、酒店在旺季

销售不愁，且时效性较强，相比淡

季旅游促销， 暑期促销更显物超

所值。 其背后的原因，无外乎是看

重在线旅游的市场前景， 抢占更

多市场份额。

天然气涨价致液化石油气乘虚而入

产销公司短期或受益

□本报记者 汪珺

非居民用天然气提价在给众多天然气

下游用户带来隐忧的同时， 却给液化石油

气（

LPG

）市场带来利好。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多家市场机构了解到， 在过去一个多月

中，国内

LPG

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其作为

深加工原料气的需求也日益紧俏。

业内人士指出， 天然气陆续提价是大

势所趋， 短期内

LPG

的替代优势或将凸显，

生产销售

LPG

的公司短期内有望受益。

替代优势显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曾报道， 鉴于气

价提升导致成本增加， 国内多家液化天然

气（

LNG

）工厂拟在

7

月份陆续提高出厂价。

据悉，目前已有部分

LNG

工厂报价涨幅达到

500-800

元

/

吨左右； 另有部分厂家暂停报

价，等待各省门站价格正式出台后再提价。

“气价上调将导致

LNG

与

LPG

之间的价

差逐步缩小， 下游用户观望意向增强，

LNG

在工业燃料方面的价格优势相比

LPG

不再

突出。”隆众石化网燃气分析师赵桂珍指出，

受天然气提价预期影响，部分

LNG

工厂采取

“限气”政策，加上国内天然气供应问题没有

完全解决，

LPG

凭借其稳定的供应以及原有

广泛的客户群体，替代性凸显。

安迅思息旺能源 “液化气月度产量新

闻”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6

月，国内

LPG

市

场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其原因：一是因为

部分企业加大了

LPG

在深加工方面的用

量； 二是

6

月份天然气供应短缺，

LPG

替代

了部分

LNG

的工业需求；三是国际

LPG

到岸

成本上扬， 导致国内

LPG

出现了一定幅度

跟涨。 此外，据该机构透露，目前国内炼厂

正在积极调整液化石油气产品结构， 增加

深加工方向的应用，预计

7

月份

LPG

销量将

进一步提升。

赵桂珍指出， 目前中石化旗下单位生产

的

LPG

价格均出现不同涨幅， 来自沙特的

7

月

液化气（

CP

）合约报价也出现了今年

1-6

月份

以来的首次上涨。 她预计，未来几个月

LPG

价

格走势向好，大幅走跌可能性不大。

“

LPG

很大的一个优势在于供应稳定，

目前

LNG

还不能做到这点， 加上气价上涨

预期， 预计今年下半年这种替代性都会存

在，但替代程度有多深，还取决于各地天然

气的涨价幅度。 ”赵桂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生产销售企业受益

LPG

的这种替代效应也有望在一段时

间内给生产销售

LPG

的上市公司带来提振。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石油、中石化是国内

生产液化石油气的两个大头， 但在两公司

的业务结构中， 液化石油气所占公司利润

的比重较少， 液化石油气量价齐升对公司

业绩的影响将较为有限。 相对而言，液化石

油气占主营收入较大的公司如东华能源、

广聚能源、申能股份等，受益会更加明显。

东华能源主要从事高纯度液化石油气

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液化石油气销售收入占

主营收入比重较大，其受益程度最大。

广聚能源是深圳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成品油及液化石油气的主要经销者之一，

但其曾表示，作为经销商，上下游价格会同

时上涨， 液化石油气价涨对公司的利好程

度可能有限。

申能股份控股上海石油天然气公司，

液化石油气是后者主营业务中的一部分，

公司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控股公司受益于

液化气价格上涨。

不过，赵桂珍也指出，天然气陆续提价

尽管短期内或将助推液化石油气市场的替

代作用更加明显， 但长期来看高效清洁的

天然气仍是节能环保的首选燃料， 且民用

气这个庞大的客户群体仍在逐步增加，未

来天然气的性价比优势或更突出。

20多项审批权被取消或下放有望激活市场活力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

定方案中， 全国性出版物订货、展

销活动审批、在境外展示展销国内

出版物的审批、设立出版物全国连

锁经营单位审批等

20

多项行政审

批事项被取消；另外，音像复制单

位、 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

批、变更业务范围或兼并、合并、分

立审批等

7

项下放到省级新闻出版

广电行政部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

职能的取消和下放，有望大大激活

文化市场的活力，民营文化公司的

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市场竞

争、市场秩序有望进一步规范和成

熟，这对文化传媒板块来说是直接

利好。

国信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多

重利好推动， 传媒行业仍有大机

会。自

4

月中旬以来，传媒行业迎来

了一波牛市行情，掌趣科技、华谊

嘉信、光线传媒、乐视网、中青宝等

多只股票价格创出新高，而这一波

大涨仍有政策、需求和业绩等多重

利好推动。

此外，在三定方案中提到“关于

动漫和网络游戏管理， 与文化部的

职责分工维持不变”，业内评价动漫

网游两部共管的局面不会改变。

有知识产权律师表示， 动漫、

网络游戏领域审批管理有较大的

“诱惑力”，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文

化部都不愿轻易放手，此次新三定

方案相关表述，意味着新成立的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文化部两部共

管的局面不会改变。（姚轩杰）

铁矿石价格

半月上涨超10%

□本报记者 何欣荣

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

力， 但钢材和铁矿石价格却

逆势走出了上涨行情。 尤其

是铁矿石，

７

月至今涨幅超过

１０％

。铁矿石涨价不奇怪，但

外资主导定价的局面， 引来

不少业内人士“吐槽”。

监测数据显示，从

７

月初

至今， 品位

６２％

的进口铁矿

石价格从

１１６

美元

／

吨上涨至

１２９

美 元

／

吨 ， 涨 幅 达 到

１１．２％

。 与此同时，国内钢价

从

３３９０

元

／

吨上涨至

３５９０

元

／

吨，涨幅为

５．９％

。

对于矿价钢价逆势上

涨的原因，钢铁现货交易平

台“西本新干线”高级分析

师邱跃成认为，与武钢等一

些钢厂上调

８

月出厂价有

关。 宝钢虽然比较谨慎，但

出厂价也结束 “两连降”，

８

月以平盘开出。 资讯机构

“我的钢铁”分析认为，近期

一些产钢大省加大对钢铁

企业的环保检查力度，对不

达标企业进行限产，对钢价

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矿价跟随钢价上涨，

本是无可厚非。 但中国作

为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

在定价上却要听从外资

机构。目前，超过

９０％

的海

运铁矿石均根据美国麦

格劳希尔集团旗下的普

氏指数定价，该指数较大

的波动性引来不少中国

钢厂的质疑。

虽然有人质疑普氏以

“小样本决定大市场”，但

普氏宣称 ，去年采集的交

易样本达到

７５００

万吨 ，占

中国铁矿石年进口量的

１０％

。与之相比，被寄予厚

望的中国铁矿石现货交

易平台开通一年来的交

易量仅为

１３００

万吨， 离设

想中的亿吨目标有较大

差距。

“从目前情况看， 普氏

指数仍是我们定价的最优

选择。 ”一家国际矿山高层

表示。 但他也指出，铁矿石

现货市场需要进一步提高

流动性和透明度，在此基础

上产生的价格指数才更有

代表性。

上涨8%�四川天然气调价方案出炉

□

本报记者 汪珺

综合作价“保护”下游

与国家发改委按照存量气和增

量气的不同标准进行分别调整的政

策不同，四川是将存量气和增量气加

权综合作价，非居民用气最高综合门

站价格为

2.143

元

/

方， 供需双方可在

该价格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而居民

用气价格不作调整。

“此前，四川的非居民用存量气

价是

1.93

元

/

方， 增量气价是

2.79

元

/

方，调整后，价格是向原先存量气的

价格方向靠拢的。 ”安迅思息旺能源

天然气分析师王瑞琦指出， 这种调

价方案一定程度“保护”了下游用户

的利益： 存量气用户分担了一定用

气成本但又增幅不大， 同时也不至

于因价格过高而阻碍了新增用户的

发展。

四川省物价局相关人士也表示，

考虑到当地天然气产业发展较早，区

分存量气和增量气的价格不利于排

解下游新老用户的价格矛盾，且四川

当地存量气较多，增量气较少，综合

作价办法最为可行。

国家发改委提出， 此次天然气

门站价格调整中， 化肥用气价格的

涨幅不得超过

0.25

元

/

方。 在四川省

的方案中，存量气里，化肥生产用气

门站价格不作调整， 仍维持

1.34

元

/

方， 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门站价格内

进行协商。

车用压缩天然气

(CNG)

的销售价

格也不做调整，仍为

4

元

/

方，只是门

站价格提高到

1.89

元

/

方。四川省发改

委在通知中指出， 新价格执行后，车

用压缩天然气企业所增加的支出，通

过降低各级政府征收的天然气价格

专项调节金进行消化。

“在国家发改委

6

月

28

日提出天

然气调价方案后，四川是比较早出台

相关政策的省份， 具有一定参考意

义。 ”王瑞琦指出，涨价后，一些承受

力不强或原先试图利用天然气的低

成本赚大钱的用户会受到影响，但有

助于引导对清洁能源的理性消费，有

利于天然气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低于预期 缓和担心

有业内人士指出，从四川省的方

案看，无论是调价幅度，还是其提出

的保持现有化肥生产用气门站价格

和车用压缩天然气

(CNG)

终端价等，

均低于市场预期。 从方案中可见，当

地政府已考虑到气价上调幅度过大

对下游用户的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市场对此次天然气价格上调

影响的担心。 气头化工企业、天然气

终端设备用户等受冲击程度也可能

低于预期， 相关上市公司如泸天化、

川化股份、北人股份等。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目前

吉林、海南、安徽、江西等省也陆续

下发了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

指导性意见， 但省内各地市的价格

调整尚未跟进。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

此次气价调整落实尚需一定时日，

其影响也要根据各省方案公布后逐

步显现。

“总体上看， 预计调价对下游用

户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对于未

进行油改气、 煤改气的用户而言，增

量气价提升幅度较高，其改造进程会

放缓；二是化肥用气量会缩减；三是

加气站方面，预计

CNG

加气站变化不

大， 但

LNG

加气站的盈利空间将缩

小。 ”王瑞琦称。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相关渠道获悉， 四川省

发改委已于近日下发通

知，

7

月

10

日起该省非居

民用天然气最高综合门

站价格从

1.98

元

/

方上调

0.163

元

/

方至

2.143

元

/

方，涨幅为

8%

；居民天然

气价格、 存量气中化肥

生产用气门站价格、车

用压缩天然气

(CNG)

销

售价格保持不变。

分析人士指出，四

川省的调整幅度低于市

场预期， 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市场对此次天然气

价格上调影响的担心，

气头化工企业、 天然气

终端设备用户等受冲击

程度也可能低于预期。

此次气价调整落实尚需

一定时日， 其影响将逐

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