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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用电补助

最高 100 万元
厦门市企业已经可以向市工

信局申请 2021 年第三季度鼓励制

造业企业增产增效用电补助，季度

最高补助达 100 万元，申请时间截

至 11 月 15 日。

申报企业分为规上制造业企

业和新建项目企业两类，其中，规

上制造业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两

个条件：第三季度工业产值达 5000

万元(含)以上，且产值较 2019 年第

三季度增长 10%(含)以上；第三季度

用电量较 2019 年第三季度增量达

20 万千瓦时(含)以上，其中，“三高”

企业增量达 10万千瓦时(含)以上。

新建项目企业为 2019 年 10 月

至 2021 年 9 月新建项目投产并纳

入统计的制造业企业，其第三季度

工业产值达到 5000 万元(含)以上，

第三季度工业用电量达到 50 万千

瓦时(含)以上。

单家企业补助每季度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全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季度补助金额低于 1 万

元的不予补助。

厦门税务部门

落地税惠政策
“国家一直关注着市场主体的

发展。像我们这样的年销售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下的制造业小微企业，

可以缓缴第四季度的大部分税款，

相当于多了一笔短期无息贷款，为

我们化解了部分资金难题。”韦士

肯(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金贵说。

陈金贵口中的这项税惠政策，

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联合

发布的《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

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

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符合

规定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

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后，制造业中型

企业可以延缓缴纳上述税费金额

的 50%，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

缴纳上述全部税费。记者从税务部

门获悉，此次出台的制造业中小微

企业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预计可

惠及厦门全市 4.1 万户制造业中小

微企业，其中小微企业超 3.8 万户。

“碳中和机票”上线
11 月 12 日起，兴业银行联合

厦门航空在全国首创推出的“碳中

和机票”正式上线，旅客通过购买

有“碳中和”标识的机票，在日常的

空中旅途就能践行碳减排，该项创

新成为厦门市银行、航司携手探索

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实践。

本次推出的“碳中和机票”本

着使用者付费的理念，即旅客作为

飞行的参与者，通过厦门航空App

等渠道购买有“碳中和”标识的机票

(在航程最低价的基础上加收 10

元)，抵消与飞行有关的碳排放，减少

自身行程对环境的影响。其中，为进

一步鼓励旅客践行自身的碳减排，

购买“碳中和机票”的旅客还将获得

比普通机票多 10%的白鹭积分。

此次“碳中和机票”中用于抵

消碳排放的款项最终将用于红树

林生态修复项目。

□沈彦彦 谢晓芳

“双 11”终于到来，“尾款

人”却已狂买许久。今年的“双

11”购物节于 10 月 20 日开启第

一批预售，其间，厦门市线上线

下购买力大增。

11 月 10 日据厦门市商务

局消息，监测的预售情况显示，

厦门市“电商战队”赢得“双 11”

网络零售预售“开门红”，预售量

销售额全省“双第一”。线上精

彩，线下火热的促销氛围也带旺

了消费市场，“双 11”期间，厦门

市举办了近 50 场大型主题购物

节，串联起千余场促销活动，全

方位提升消费活力。

预售数据亮眼
预售量销售额全省“双第一”

10 月 20 日至 31 日厦门市

商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参加

“双 11”预售的全市预售量共计

826.2 万件，居福建省第 1 位；其

间，全市销售额达33.3亿元，居福

建省第1位，同比增长71.4%。

数据显示，福建省参加“双

11”预售量共计 1077.8 万件，居

全国第 6 位，同比增长 88.3%；

预售期间销售额 46.6 亿元，居

全国第 7位，同比增长 34.1%。

厦门市预售额前三的区县

分别为思明区、湖里区和翔安

区，预售额分别为 26.4 亿元、3.1

亿元和 2.6 亿元。

线上平台立体放能
“厦门商品”“厦门品牌”受青睐

哪些“厦门商品”在线上最

受欢迎？10 月 20 日至 31 日

“双 11”预售监测数据显示，厦

门市预售额前三的实物行业分

别为: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家用

电器音像器材、日用品，预售

额分别为 17.6 亿元、5.7 亿元

和 3.7 亿元。

安踏叠加满减再优惠折上

折、燕之屋下单即享大额立减

……厦门市多家品牌企业加大

促销力度，争做“厦门电商战队”

的“头部先锋”。数据显示，厦门

市预售额前三的企业分别为厦

门安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厦门

康城健康家居产品有限公司、厦

门燕之屋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

司。据悉，安踏、康城健康家居注

册地址均在思明区，而燕之屋注

册地址在翔安区，有力拉动两区

的预售额。

“双 11”预售显示出今年

线上购物的几大新特点，线上

平台立体放能，优惠活动精彩

给力，增值服务、立体场景、下

沉市场、达人互动带货等带来

购物新体验。京东推出热销商

品保价服务，快手则尝试直播

间加货架的双通道售卖场景，

拼多多依旧打出“低价”牌，下

沉市场潜力不减。今年，达人

互动带货也备受青睐，抖音的

直播间特色玩法为企业打开了

新的销售渠道。

带动线下销售
近 50场大型主题购物节亮相

在磐基，11 月感恩回馈月

拉开序幕，上新大额优惠券、大

牌美食秒杀、多倍积分和积分抵

现活动精彩纷呈，现场销售人员

说，“双 11”的消费热度，带旺了

线下商场的人气。

厦门市各大商圈、购物广

场、商超也都在“双 11”前后，

借势促销，分一杯购物狂欢的

羹。“全闽乐购·厦门全城欢动

消费节”共组织近 50 场大型主

题购物节，串联起千余场促销

活动，加快消费回补，助力消

费动能再提升。

（《厦门日报》报道）

全球淘汰煤电现实吗？
□安晶

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

大会（COP26）期间，40 多个国

家签署声明，承诺将停止对国内

和海外新煤电项目的所有投资。

签署声明的主要经济体承

诺在 2030 年代逐步淘汰煤电，

其余经济体则将在 2040 年代逐

步淘汰煤电。在各国中，有 18 个

国家首次做出淘汰煤电的承诺，

包括制造业大国越南。

煤电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到

2019 年，全球电力有 36.7%来自

煤炭，煤炭依然是最重要的供电

来源。除了提供电力，煤炭也是

钢铁和水泥行业的关键燃料来

源。

IEA 同时指出，煤电厂是与

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

单一来源。要想在 2050 年实现

净零排放，发达经济体需要在

2030 年逐步淘汰所有无排放控

制的燃煤发电，全球则需在

2040 年逐步淘汰。

对于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而言，淘汰煤电的工作已经完成

了大半。英国计划于 2024 年 10

月前停止燃煤发电；煤炭生产大

国德国将在 2038 年停用煤电，

正在进行组阁谈判的新执政联

盟还计划提前到 2030 年。

但对于处于全球制造业中

心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煤炭

目前依然是大规模生产最稳定

的电力来源。印度有 33 吉瓦的

煤电项目正在建设中，该国还有

约 2%人口没有通电，30 万人在

国有煤矿公司工作。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

晓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欧美

国家和大部分亚洲国家处于不

同经济发展阶段，欧美是将制造

业的“烟囱”搬到了亚洲。因此在

新能源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之前，

比如太阳能储存，不应在淘汰煤

电上过于激进。

英国能源研究机构 Carbon

Brief 对全球煤电厂的追踪显

示，截至新冠疫情前的 2019 年，

全球的煤电装机容量达到 2045

吉瓦，为 2000 年的两倍。

2000 年，全球有 66 个国家

使用煤电；到 2019 年涨至 80

个，还有 13 个国家计划启用煤

电。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此期

间，全球 GDP 总量从 2000 年的

33.7 万亿美元上涨到 2019 年的

87.4 万亿美元。

钢铁是建筑、汽车、基建设

施、通讯、化工、武器等各领域的

重要原材料。2019 年，全球有

70%的粗钢在亚洲生产。只有亚

洲和中东地区的粗钢生产同比

增长，欧盟和北美的粗钢生产均

在下降。

与之相对应的，全球煤电厂

追踪显示，到 2019 年，处于运行

中、新建以及在建的煤电厂集中

在亚洲；淘汰的煤电厂主要在北

美和欧洲。

韩晓平解释，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因为地区的经济发展

阶段不同，欧洲北美发达国家的

天然气发电、核电和其他新能源

发电发展了很长时间。欧洲还占

据地理优势，北海的风电资源非

常丰富。

IEA 还指出，美国和欧盟的

煤电厂修建时间早，美国煤电厂

的平均使用年限在 42 年，部分

已经超过服役年限。而亚洲国家

的煤电厂“年轻”，平均年限为

12 年，意味着之后还有几十年

的服役时间。

韩晓平认为，第二个原因则

是在全球承担的责任不同。中国

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大量商品

在中国制造，“而商品本身就要

载能。”韩晓平表示，相比在其他

国家生产，中国的系统化更高，

虽然使用煤电，但总体排放上更

有竞争力。

10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

书显示，2020 年中国碳排放强

度比 2015 年 下降 18.8% ，比

2005 年下降 48.4%，超额完成了

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 2020

年下降 40%-45%的目标，累计

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58 亿吨，基

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

长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消费

占比持续明显下降。2020 年中

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

标准煤以内，煤炭占能源消费总

量比重由 2005 年的 72.4%下降

至 2020 年的 56.8%。

在亚洲的制造业大国之中，

除了日本和韩国外，印度也与中

国一样同属发展中国家。虽然近

几年推广水力发电、太阳能等新

能源发电，但目前印度依然有

70%电力来自煤炭。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再一

次凸显了全球生产需求与煤电

的紧密联系。

根据 IEA报告，受防疫封锁

措施影响，2020 年全球煤炭消

费下跌 4%，是二战后的最大跌

幅。但下跌只出现在 2020 年前

两个季度。随着经济复苏、天然

气价格上涨，到今年第三季度，

全球的煤炭消费几乎回升到

2019 年水平；到第四季度，随着

多地遭遇寒冬，全球煤炭消费已

经比 2019 年同期高出 3.5%。而

煤炭消费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发

电。

韩晓平表示相比淘汰煤电，

碳中和的重点是减排。在解决二

氧化碳排放上，如果印度、越南

等国能扩大植被，也能增加对二

氧化碳的吸收。

而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新能

源技术发展成熟，新技术能够取

代煤炭以合适的成本为大规模

生产提供稳定的电力，则完全淘

汰煤电将成为可能。“但目前我

们还看不到这些技术。”韩晓平

说。 （《天下财经》报道）

全球煤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