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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个体私营经济领域的文
明诚信建设，促进个体私营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省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研究决定，
对在文明诚信创建活动中成绩突出的私
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命名表彰。在
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评选、推荐的基础上，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省
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进行了认真审核，严
格把关，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和建议，现

将拟命名表彰 2016 年度全省“文明诚信
私营企业”70 家、拟命名表彰 2016 年度
全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58 户名单予
以公示，征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及经营
者和消费者的意见。公示时间自 2017 年
12 月 19 日起到 12 月 25 日止。公示期限
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
电、来访、电子邮件的形式，向省文明办
和省个私协会反映公示对象的相关情
况。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具体真实，以
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应加盖公

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署本人真实
姓名，以便调查核实。

附：命名表彰 2016 年度全省“文明诚
信私营企业”和“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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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名表彰全省“文明诚信私营企业”
（一）省局登记企业
青海可可西里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青海金佰川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西宁刘家寨鹏程农贸综合市场
中青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雅雄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夏成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二）西宁市
青海新金矿业有限公司
青海天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以勒酒店有限公司
西宁妙莲工艺品有限公司
青海少英商贸有限公司
西宁城北百信大药房
大通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大通金鹿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湟中弘大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青海青麦食品有限公司
湟源江源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
青海省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昆仑汽
配城
青海四鸿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昕烨电力有限公司
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金之源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青海西宁伊保蜂产品有限公司
青海烧鹅仔酸辣粉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青海泰盛金属有限公司
西宁志远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三）海东市
循化县昆仑绒毛被服有限公司
青海福顺德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伊隆源工贸有限公司
青海凯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芳谱精炼油有限公司
青海富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汉尧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有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东市乐都区金元牧业有限公司
青海紫元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东市乐都区东方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青
海凯翔建设有限公司
（四）海南州
贵南县宗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博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金源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五）海西州
德令哈慧丰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
格尔木浩源开发有限公司
格尔木鑫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格尔木全家福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万里红绿色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大柴旦云天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青海省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福仁堂大药
房
（六）海北州
海晏县惠百佳超市
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
（七）黄南州
青海聚能瀞度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八）果洛州
青海省果洛州雪域珍宝有限责任公司
玛沁县锦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果洛金草原有机牦牛肉加工有限公司
（九）玉树州
玉树藏族自治州三江源冬虫夏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曲麻莱县雪莲有限责任公司
（十）东川工业园区
西宁风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青海御萃坊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极域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宏恩科技有限公司
（十一）生物科技产业园区
青海可可西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益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惠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二）甘河工业园区
青海鑫豪铝业有限公司
青海广瑞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十三）南川工业园区
青海绿草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双丰庆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海好朋友乳业有限公司
二、命名表彰全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
（一）西宁市
杨小兰 西宁城东华洋今生有约美容美发健康中心
田西利 西宁城东西利毛巾批发部
田宜仟 西宁城东富康调料批发部
冯世洪 西宁城东小过年餐厅
汪红军 伍拾壹号土特产商行
陆启荣 西宁城北荣盛源副食品经营部
任生根 西宁城北德宫大酒店
郭胜有 西宁城北郭氏开锁店
常 华 西宁城北熙园生态园
杜水霞 大通青铝鑫源平价超市
张维芳 新夏都宾馆
杨 秀 湟源日月金鑫食品百货批发部
李建余 西宁湟水河新富豪灯饰广场
魏 芳 西宁城北小魏副食经营部
秦真芸 西宁城西朋尚食品商店
梁 静 西宁城西如强食品店
车巧银 西宁城东肖迪床上用品经销部
李国睿 西宁市城中区乔师傅手机维修部
刘 蓉 西宁机场林顿书店
延青莲 西宁城西新添力电器厂
（二）海东市
马永福 化隆甘都镇琼辉大药房
魏耀姿 海东市平安区众鑫商行
朱统权 互助县台子乡统权门市部
李得红 五峰镇得红小卖部
张 军 五十永鑫通讯器材经销店
陆西军 互助县威远镇东和路益家生活超市
姜 花 乐都区姜氏大碗王牛肉面二分店
祁胜兰 乐都区胜兰建材门市部
徐桂英 乐都区晟曦会计用品部
周兆华 民和县李二堡海尔专卖店

羿承柏 民和县官亭镇丰彩超市
（三）海南州
蔡德友 共和东路阳光超市
马永虎 恰雄路民和酿皮店
牛 林 贵德县美车林汽车美容装饰
行
马一四夫 兴海县兴鑫购物商场
王清娥 贵南县茫曲镇亿佳鞋城
申维秀 同德县靓丽女人内衣店
马克刚 贵德县震华秘制拉面
（四）海西州
张索索 德令哈市清真兆通餐厅
冯 俊 冷湖和顺面馆
陈 奇 好润多购物中心
（五）海北州
张潇倩 门源县浩门老罗电器
孙海兰 门源县浩门华庭家宴农家私
房菜
刘 英 西海镇华盛批发部
张生圈 海晏金顺来商店
山成顺 哈尔盖鸿源超市
（六）黄南州
旦正加 同仁聚善阁茶餐厅
王 辉 同仁热贡购物中心
旦 松 泽库县羹嘎原味酸奶
吴 军 尖扎县神箭广告印务部
（七）果洛州
申根全 班玛县永兴宾馆
刘思津 玛沁县羚羊配送中心
（八）玉树州
王德平 玉树市王木匠装饰建材城
巴德江才 玉树诺布岭藏族服饰加工厂
尹改兰 青海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萨呼腾大药房
（九）生物科技产业园区
娄渊峰 青海生物园聚鑫汽车用品商行
（十）甘河工业园区
张永盛 甘河永盛五金机电建材
（十一）青海湖景区
马全伟 刚察县泉吉乡美湖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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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气荒”问题广受关注，有人认为
民用“煤改气”导致天然气需求暴增。今
年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应如
何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原热能工程
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强 16日就相
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今年天然气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
是需求侧超预期规模的增长和供应侧始
料未及的减少造成的。”姚强说。

他介绍，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国天然
气 消 费 量 1865 亿 立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8.7％。其中，城市燃气增长 10.1％，工业
增长 22.7％，发电增长 27.5％，化工增长
18.2％。

民用“煤改气”贡献了多少？他说，据
统计，“2＋26”城市实际有 319万户完成了

“煤改气”，加上集中供暖锅炉改气，预计
采暖季将新增天然气需求量 50 亿立方米
左右。平摊到四个月的供暖季，即日均需

求增量约 4200万立方米。
他表示，从今年总的需求增量看，12月

全国日均用气量为 8 亿立方米，较去年同
期增长 20％左右，即日均需求增加 1.3亿立
方米。可见，“煤改气”部分仅占30％左右。

在天然气需求不断攀升的同时，天然
气供给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介绍，首先，计划中的海外资源纷纷
“掉链子”。原定于2017年投运的中石化天
津LNG接收站无法按计划投产，减少日供应
能力 2000万立方米至 3000万立方米；中亚
气相比合同计划供应量减少了 4000万立方
米至 5000万立方米每日，使新投运的陕京
四线无法发挥作用，导致供应短缺，且主要
集中在北方地区。

他推断，如果供应链不出问题，民用
“煤改气”的用量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姚强指出，实际上，很多地方未能及
时制定严格、详细、能落地的“压非保民”
措施，未能将增加的用气量用于民用，而

是给了工业。有的还出现了一些不正常
情况，如由于民用气和非民用气价格双
轨制，一些燃气公司打着民用气的名义
申请到更多天然气，却将低价购得的民
用气销售给出价更高的非民用使用，赚
取差价，从中牟利，使本该保障民生的天
然气供给更加紧缺。

“综合分析，‘气短’现象应该是暂时
的，国家各方面正在努力增加天然气供
应，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相信民用天
然气的供应可以得到保障。”他说。

这会不会影响清洁取暖推进？他表
示，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在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实施“煤改气”

“煤改电”。此外，民用散煤无法有效治
理，替代是最佳途径，无法替代的也要采
用清洁煤。

他建议，对天然气供应和消费的特性
要加强分析，加强统筹规划，提前安排好
供气，有序推进。 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北方供暖问题，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8 日说，

“煤改气”到位的要确保供气，包括提
前和超出原有改造计划已实施改造的
新增用户，也包括之前因种种原因尚
未落实供气合同的用户，只要是民生
采暖用气，都将确保供应。

“供气有缺口的地方要认真落实
‘压非保民’方案。也就是说，只要是
民生用气，无论是合同内还是合同外，
都要无条件予以保障。”孟玮在国家发
改委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同
时，各地要确保用气用电安全，尤其是
农村地区。

孟玮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从实
际出发，居民供暖宜电则电、宜煤则
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保障人民群
众温暖过冬。“煤改电”“煤改气”没到
位的允许使用煤炭取暖，全力保证煤
炭资源供应，保证燃煤供热机组正常
运行。有条件的尽可能做好洁净煤供
应工作。目前不具备条件的要尊重当
地群众的取暖习惯，以确保温暖过冬
为第一原则。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回应“煤改气”：

民生采暖用气要无条件保障
能源专家解读近期“气荒”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