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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1、我国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6 月 24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

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意见明确，编制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

战计划，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防

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

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水污染防治方面，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河长

制湖长制，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加快工业、农业、生

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保障饮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减少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

区域、行业和污染物，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

具体措施集中在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

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领域。 

意见确定了到 2020 年三大保卫战具体指标：全国 PM2.5 未达标

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以上;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体比例达到

70%以上，劣五类水体比例控制在 5%以内;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

类)比例达到 70%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 2015 年减少 15%

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减少 10%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 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3/c_1122982000.htm 

2、三部门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3/c_1122982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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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

企业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

扣除有关政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三部门表示，此举是为

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根据通知，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

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

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2/3 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

前加计扣除。上述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 

至此，我国技术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已趋多样化，既包括境

内一般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50%，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也包括境外研发费用在境内研发费用 2/3 与实际发生额 80%之

间按孰低者原则加计扣除 50%。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9/380161.shtml 

3、财政部: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 2018 年退还部分行

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 2018 年对装备制造

等先进制造业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网企业的增值税期末留

抵税额予以退还。 

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行业确定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18

个大类行业。分别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

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而在这些行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9/3801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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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10 个重点领域享受优先退税。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退税优先选择的纳税

人。 

另外，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输电类、供电类)的全部电网企业也

被纳入退税范围内。 

除了符合上述条件外，享受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纳税人的纳税信

用等级必须为 A 级或 B 级。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9/380168.shtml 

4、能源首台(套)重大装备应用获支持 

近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促进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示范应用的通知》(下称《通知》)，将建立容错机制，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取得突破。 

《通知》强调，相关单位要按照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

体系的要求，组织推动和加快突破一批能源领域瓶颈制约性的重

大技术装备，加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合作，强化研发与

应用的衔接，加快创新成果的示范应用，推动能源领域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获得突破。做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组

织申报工作以及首台(套)产品目录发布以及示范效果评价等，在

后续能源项目建设中推广应用。 

《通知》强调，对于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

用项目，将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承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

范任务的能源项目优先纳入相关规划并由各级投资主管部门按

照权限核准或审批;根据实际需要，在设立示范项目时明确并享

有燃料供应、发电并网、运行调度等方面的适当优惠政策。 

同时，还将建立能源领域首台(套)容错机制，对承担首台(套)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9/3801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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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技术装备示范任务的项目，可适当减轻或豁免相关企业及负

责人的行政、经济、安全、运行考核等责任。 

此外，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除享受《关于促进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意见》明确的知识产权、资金、

税收、金融、保险等支持政策外，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

制定细化支持政策。 

http://zfxxgk.nea.gov.cn/auto83/201806/t20180613_3195.htm 

二、市场信息 

1、山东推出 450 个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 

6 月 26 日，从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推介暨金融支持对接会上获

悉，山东省确定了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 450 个，

总投资 1.8 万亿元。其中新兴产业占比 59%，体现了新动能主导未来

总体产业格局的示范导向;平均单体投资为 39 亿元，100 亿元以上项

目 45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85 个，大项目带动能力整体较强;先期开

工项目 233 个，计划 2018 年底前新开工项目 175 个，储备项目 42 个，

项目梯次接续合理。 

据山东省重大办副主任孙来斌介绍，高端化工类项目共计 35 个，

总投资 2992 亿元，此次优选了打破跨国公司长达近半世纪垄断的烟

台万华尼龙 12 项目，具有成本价格优势的南山乙烷综合利用项目，

市场需求旺盛的华鲁恒升年产 150万吨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据了解，

该项目为大唐集团公司首个获核准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9/380164.shtml 

2、荆门石化五大重点项目将建 

近日，中国石化荆门分公司召开重点工程建设动员大会，标志着

投资近 20 亿元的五大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 

据了解，五大项目包括 28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装置、20 万吨/年烷

http://zfxxgk.nea.gov.cn/auto83/201806/t20180613_3195.htm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9/3801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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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化和 15 万吨/年硫酸装置、恢复 55 万吨/年润滑油高压加氢装置、

新疆春风馏分油项目，以及荆襄成品油管线首站库项目。 

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荆门石化原油加工能力将达到 800 万吨/

年，资产负荷率达到 90%以上。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19/379378.shtml 

3、福建启动龙头企业升级行动 

6 月 19 日从福建经信委获悉，该省已印发《福建省新一轮促进工

业和信息化龙头企业改造升级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计划》要求，

到 2020 年在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培育 300 家以上规模体量大、

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其中营业收入(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达到 50 家

以上，带动形成石化等 12 个规模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根据《计划》，福建石化产业将重点推进中化泉州 100 万吨/年乙

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康乃尔化学 80 万吨/年 MDI 项目、中景石化 120

万吨/年聚丙稀项目、古雷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中锦新材料聚酰胺 6

扩建项目、永荣 60 万吨/年己内酰胺项目、东南电化扩建 15 万吨/年

TDI 项目、三棵树涂料产业园项目等加快建设、尽早投产。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1/379539.shtml 

4、安阳钢铁拟 4 亿元设立合资钢铁公司 

安阳钢铁 6 月 28 日公告，公司拟与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新公

司注册资本为 11 亿元整，其中，公司货币出资 4 亿元整，持股比例

为 40%；周口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出资 3 亿元整，

持股比例为 30%；周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货币出资人民币 2 亿元整，

持股比例为 20%；周口港口物流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1 亿

元整，持股比例为 10%。本次对外投资，旨在发挥周口地区的内河水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19/379378.shtml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8/06/21/3795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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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周边钢铁市场和地理位置等优势，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

产品结构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http://ggjd.cnstock.com/company/scp_ggjd/tjd_ggkx/201806/42395

88.htm 

三、能量回收、节能新技术 

1、中科院启动“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先导专项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

范”启动会 6 月 19 日在大连举行。该项目将发展洁净能源新技术，

及时抢占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以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为驱动，构建

与我国能源资源相适应的“中国特色”能源结构，以满足我国能源可

持续发展需求。 

该专项由中科院部署，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青岛能源所牵

头，联合中科院 20 个与能源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所，计划到 2023 年

前，突破 39 项关键技术、完成 23 项工业应用示范，形成 5 项国际领

先的重大突破，申请 300 项核心专利；争取油气资源替代能力超过 1

亿吨当量，燃煤污染物排放降低 40％-50%，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应

用示范和低碳化多能融合战略实施，为构建我国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据介绍，中国科学院在能源研究领域具有长期的积累，尤其是近

年来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国产化研制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建

设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能源技术示范工程，取得了一批重

要科技成果。 

http://www.xinhuanet.com/power/2018-06/22/c_129898568.htm  

2、国内首台再热垃圾发电汽轮机投运 

6 月 17 日，由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

再热垃圾发电汽轮机，在光大环保能源（江阴）有限公司三期垃圾焚

http://ggjd.cnstock.com/company/scp_ggjd/tjd_ggkx/201806/4239588.htm
http://ggjd.cnstock.com/company/scp_ggjd/tjd_ggkx/201806/4239588.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wer/2018-06/22/c_129898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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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发电厂冲转成功，一次性并网发电，并顺利通过用户 72 小时+24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该项目是东方汽轮机为进一步提高垃圾发电机组的经济性而推

出的全新 25MW 高效汽轮机。再热技术可提高整套动力装置的循环热

效率和汽轮机的功率。该机组顺利投产，标志着我国在垃圾发电汽轮

机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项目的成功开发，奠定了东方汽轮机在国

内高端垃圾发电汽轮机市场的领跑地位。 

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80619/194301.shtml 

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80619/19430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