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日前印发了《“十四五”
商务发展规划》。规划出台背景是
什么？有哪些考虑？谋划了哪些
重点任务？商务部综合司负责人
13日对此进行了解读。

“十四五”时期
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问：规划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推动商务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作出战略部署，为做好

“十四五”时期商务工作指明方
向。商务工作是国内大循环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联结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部署落地见效，商
务领域要绘制好“施工图”。

规划从商务工作“三个重要”
的新定位出发，以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贯穿全篇，对“十四五”时期商
务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总
体安排。

注重把握四方面关系

问：规划编制过程中有哪些考虑？
答：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纲”，聚焦商务
高质量发展，注重把握四方面关系。

一是注重把握贯彻中央决策
部署和借鉴基层经验的关系。规划
在编制过程中，认真对标对表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商务工作放
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来谋划，同
时，践行商务为民理念，充分借鉴地
方商务主管部门和基层经验做法，
吸收业界和人民群众意见建议。

二是注重把握国内大循环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规划一
方面立足畅通国内大循环，坚持扩
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提出提升传
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升级消费
平台、优化流通网络、壮大流通主
体等任务举措；另一方面着眼国内
国际双循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提出进出口协同发展、高质量
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深化“一
带一路”经贸合作、建设高水平开
放平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等任
务举措。

三是注重把握前瞻性和可操
作性的关系。规划研判了未来五
年商务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顺
应数字化、绿色等新发展趋势，充

分考虑前瞻性，同时精心筹划一批
切实可行的工作抓手，确保规划可
操作、能落地。

四是注重把握商务发展与安
全的关系。规划在系统提出商务
高质量发展举措的同时，坚持底线
思维，梳理商务领域面临的各项风
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防控体
系，筑牢商务发展安全屏障，推动
商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
性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在编制过
程中，还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注重“四方面问计”，即问计于民，
问计于地方，问计于部门，问计于
专家，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凝聚共
识，汇聚合力。

明确35项重点工作
抓好落实确保顺利实施

问：围绕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
主题，规划谋划了哪些重点任务？
商务部将如何抓好落实？

答：规划分三个板块，共包括
12章、52节，约2.5万字。

第一板块为总论，包括第一、
二章。主要论述“十四五”时期商
务发展环境、指导方针和主要目
标，着眼推进市场相通、产业相融、
创新相促、规则相联，从畅通国内
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数字化发
展、推进绿色发展等 5 个方面，对
商务工作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
了提纲挈领的表述。

第二板块为分论，包括第三至
十一章。主要从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推动自贸区
（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
局、提升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水
平、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完善商务领
域风险防控体系等9个方面，提出
一系列具体任务和举措。

第三板块是结尾，包括第十二
章。主要是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包括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法律
保障和政策支撑、建设商务人才队
伍、完善规划实施机制等。

同时，规划明确了 35 项重点
工作，分布在 10 个专栏。包括自
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等15个重要平台和自由
贸易区提升战略实施行动等20项
重要行动，作为“十四五”时期商务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为规划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提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工作协
同、强化保障措施，确保规划顺利
实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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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
长赵鹏高 13 日说，在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国家
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抓
紧编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和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谋划金
融、价格、财税、土地、政府采购、标
准等保障方案，加快构建碳达峰碳
中和“1+N”政策体系。

赵鹏高在当日举行的中欧合
作伙伴对话首场活动中说，我国将
强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把坚
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作为
当前工作重点，严控增量项目，加
快存量项目改造升级，扎实开展钢

铁、煤炭去产能“回头看”，严防过
剩产能死灰复燃。积极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工业、农业、服务
业等绿色低碳发展。

他指出，我国将加快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严控煤电
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
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
少。加快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
碳改造，大力提高电网对光伏发
电、风电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
力，优化光伏发电、风电基地外
送通道调度运行，持续提高可再
生能源发电消纳比例，推进重大
水电工程建设。同时，我国将推
进城乡建设和交通领域绿色低

碳发展，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
王大鹏说，目前正在研究编制“十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和分领域
能源规划，把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放在突出
位置，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
比例、市场化和高质量发展。

“预计到2025年，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占总发电装机的
50%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将
占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50%以上，
我国能源结构将持续向清洁、低
碳、高效转型。”王大鹏说。

（据新华社）

我国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央企半年报全面“亮”起来
国资委划出“十四五”重点

聚焦商务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综合司负责人解读《“十

四五”商务发展规划》

记者13日从国务院国资委获
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经营业
绩全面“亮”起来，实现营业收入
17.1 万亿元、利润总额 1.31 万亿
元、净利润 1.02 万亿元，两年平均
增速分别达 8.7%、17.9%、20.6%。
其中，上半年净利润首次突破1万
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郝鹏强调，要扎实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确保国资央企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按照“十四五”以及今年下半
年重点任务的部署，央企要布局未

来产业开辟新赛道，并通过加快重
组整合、清理退出“两非”“两资”等
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取得新成效。
此外，大力推动重点行业减排降
碳，严控高能耗、高排放和过剩产
能项目投资。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上
半年中央企业扎实推动改革发展
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主要经营指标、投入产出效率、经
营管理效能等大幅提升，央企固定
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一批重大工程
项目密集投产运营，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扎实推进。

这一“亮眼”成绩单背后，改革
创新是重要的“动力源”。中央企
业深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
场化经营机制加快健全，“双百企
业”“科改示范企业”等改革典型经
验示范作用积极发挥，形成了上下
贯通、纵深推进的改革新局面。

郝鹏表示，下一步要抓紧要、
善攻坚，坚决落实改革创新重点任
务和相应激励政策，完善创新激励
机制，全力以赴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抓紧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确保年底前完成70%以上的目

标任务。
郝鹏提出，要高质量实施好

“十四五”规划，要加快布局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产业，积极培育新的效
益增长点，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
点；要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取得新成
效，积极推动中国星网公司整合、
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有序推动
省级管网融入国家管网，加快建设
物流大数据平台、海工装备创新平
台、中央企业资产管理专业化平
台，加快清理退出“两非”“两资”，
巩固“处僵治困”成果；要推动数字

化转型实现新突破，深入实施数字
化转型行动计划，推动 5G、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
制造业转型。

绿色低碳转型也是下一步的
重点工作。据了解，国务院国资
委正组织制订中央企业碳达峰碳
中和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央企要
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大
力推进重点行业减排降碳，做好

“两高”项目排查评估，严控“两
高”增量项目，引领带动绿色低碳
技术突破。

（据《经济参考报》）

全球缺芯潮之下，芯片已成为
今年最火爆的概念。二级市场上，
与年初低点相比，同花顺芯片概念
指数累计涨超37%，集成电路指数
累计涨超65%，板块内14只个股年
内涨超 100%，业绩方面也频频跑
出黑马。多重利好下，科技巨头纷
纷下场加入“造芯”大军，资金加速
涌入，今年上半年芯片领域投融资
总额近 3000 亿元，远超去年全
年。机构表示，在政策、资金和业
绩力推之下，芯片板块的成长预期
不断升高，全产业链景气高涨，国
内芯片板块迎来十年黄金转化期。

巨头纷纷布局 资金加速涌入

互联网科技巨头美团也加入
了“造芯大军”。

企查查App显示，7月8日，上
海智砹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发
生工商变更，新增美团关联公司北
京酷讯科技有限公司等为股东，公
司注册资本由约 1.75 亿人民币增
至约2.05亿人民币，该公司经营范
围含人工智能芯片相关软硬件、软
件开发等。

无独有偶，7月5日，据中移芯
片官微披露，中国移动旗下中移物
联网全资子公司芯昇科技有限公
司于2021年7月正式独立运营，进
一步进军物联网芯片领域，并计划
科创板上市。

另一巨头华为公司也有新动
作。工商信息显示，华为于 7 月 8
日注册成立超聚变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27亿元，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人工智能
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集成电路设
计等。华为近年来不断加大半导
体产业链投资，据统计，公司旗下
的哈勃投资公司从2019下半年至
今已投资超过40家芯片企业。

此外，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立
芯精密智造（昆山）有限公司于 7
月 2 日成立；OPPO全资子公司东
莞市欧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近日
也变更了经营范围，新增设计开
发、销售半导体机器元器件等业
务。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芯片相
关企业2020年新增近2.2万家。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0
家半导体企业进入A股IPO程序。

二级市场上，芯片成为今年以
来最火爆的概念。同花顺数据显
示，自今年2月8日阶段性低点以
来，同花顺芯片概念指数累计涨超
37%，集成电路指数涨幅超 65%。
个股方面，明微电子、富满电子等
14 只个股年内累计涨幅超 100%，
30多只个股涨幅超过50%。

芯片行业也是机构调研的“宠
儿”，据同花顺数据，今年以来，赛微
电子、新洁能、澜起科技、兆易创新
等公司均多次被机构调研，受到机
构调研家数超500家，此外，明微电
子、立昂微、华润微等二十多家公
司均曾受到百家以上机构调研。

芯片板块迎十年黄金转化期

资金正加速涌入芯片赛道。企
查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芯片半
导体赛道共发生投融资事件3374
件，总投融资金额超八千亿元。其
中2021年上半年投融资事件为205
起，总金额达 2944.02 亿元，远超
2020年全年的1097.69亿元。

被誉为“产业风向标”的国家
大基金动作不断。7 月 2 日晚，中
微公司披露定增情况报告书，合计
募集资金 82.07 亿元，其中国家大
基金二期斥资25亿元认购。7月2
日，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启动IPO，国家大基金持股比例为
35.1999%。6月7日，华润微公告，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华微控股与
国家大基金二期等发起设立项目
公司，投资 75.5 亿元建设 12 英寸
功率半导体晶圆生产线。

新时代证券指出，中国已成全
球第一大半导体消费国。目前全
球不少半导体制造基地都在加紧
扩产，国内半导体行业将迎来黄金
投资机遇期。

政策方面，近日六大部委联合
发布的《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
企业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大集成
电路等领域核心技术、产品、装备的
攻关，充分体现出国家对集成电路
等关键行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业绩方面，7 月 12 日晚间，射
频芯片龙头卓胜微披露业绩预告，
预 计 上 半 年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80.72%至 190.36%。同花顺数据
显示，在 95 家芯片和集成电路概
念公司中，84家公司业绩预喜，占
比为88%。其中超5成公司净利润
增速翻番，富满电子、精准信息等
多家公司业绩增速超 10 倍，明微
电子业绩增速超9倍。

在政策、资金和业绩助推之
下，芯片板块的成长预期不断升
高。天风证券表示，随着全球半导
体需求持续高涨，供不应求的格局
有望持续到年底，市场或随景气度
的持续进一步上修半导体板块全
年业绩预期，进而带来投资机会。
汇添富基金分析指出，中国大陆芯
片板块迎来十年黄金转化期，高转
化效率是支撑大陆芯片公司高估
值的基础，一批龙头公司迈入成长
新阶段。在创新周期、国产替代、
行业人才回流大背景下，芯片板块
具备从产品迭代、品类扩张到客户
突破的三重叠加驱动，因此具备相
当大的营收、盈利能力弹性。

（据《经济参考报》）

科技巨头“造芯”全产业链景气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