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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读

2012 年四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

气指数为 97.0，较上年同期下降 5.73%

97.097.0

进口铁矿石价格涨幅远远高于钢材价格

涨幅，严重吞噬了钢铁业微薄的利润。据中

经钢铁产业景气指数监测，2012 年四季度，

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为 2.3%。

仔细观察钢价和铁矿石价格的变动情

况，不难发现，2012 年全年钢材价格长时间

处于低位，但只要钢材价格稍有上涨，进口

铁矿石价格便立即跟涨，且涨幅较大。这使

钢铁企业采购进口铁矿石成为高风险的行

为，许多企业因为没有“踩准点”而亏损。

新一轮铁矿石价格暴涨，与实际需求状

况出现了背离。从铁矿石供求关系看，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上中旬国内生铁产量均低于

去年 11 月份的产量，钢产量没有增长。而进

口铁矿石数量出现下滑，据钢铁网铁矿石港

口库存统计显示，截止到 2013 年 1 月 18 日，

全国 30 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 7065

万吨，较前一周下降 385万吨。

在 供 求 关 系 没 有 发 生 大 的 变 化 情 况

下，铁矿石价格出现暴涨，很大一个因素

是在寡头垄断市场下，人为操作拉动铁矿

石价格走高。

据了解，1 月 16 日，世界三大铁矿石巨

头之一的必和必拓在新加坡环球铁矿石现货

交易平台上以 145.5 美元/吨的价格买下一船

10 万吨 62%品位的麦克粉矿，卖方为国内一

家铁矿石贸易商。而新加坡环球铁矿石现货

交易平台是由环球煤炭交易平台筹建，最大

发起方正是必和必拓。值得注意的是，必和

必拓首次通过平台出手“回购”矿石，恰好

是经历数月暴涨后矿石价格初现回落，以及

国内市场对未来铁矿石价格预期看跌之际。

必和必拓此举稳定矿石价格的意图不言而

喻。此外，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三大矿

山也经常使出延迟发货和“惜售”招数，借

此抬高铁矿石价格。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

石原料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在国际三大矿山

的产业集中度逾60%的情况下，国内钢铁业如

何应对疯狂的石头，已成为必须要直面的课

题。笔者以为，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很重要。

充分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增

强矿石资源保障能力。从长远着眼，必须强

化国内铁矿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产业地位，

降低目前国内铁矿过高的税负，增强钢铁产

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与此同时，要切实

支持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

高权益矿的比例，力争以多元化、多渠道、

多方式，在海外建立长期有效、稳定的铁矿

石基地。

进一步规范铁矿石贸易秩序，促进铁矿

石贸易的公平、公正、健康有序发展。我国

钢铁业要积极应对铁矿石贸易金融化，努力

降低钢铁工业成本波动的影响。2011 年 10

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中国铁矿石价格

指数；2012 年 1 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

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北京国际矿业权交

易所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

台。这些措施的推出，有助于我国钢铁业在

铁矿石国际贸易定价中逐步赢得主动。

人为炒作令“石头”再度疯狂
常 理

人为炒作令“石头”再度疯狂
常 理

数控机床产量同比下降16.19%

机床业要向高端发力

近期，铁矿石价格又开始新

一轮的暴涨，“石头”再度疯狂。

从2012年12月下旬至今年1月

中旬20天时间，进口铁矿石价格

由115美元/吨，上涨到159美元/

吨，每吨上涨44美元，涨幅高达

38%，按吨钢生产需要1.6吨铁矿

石计算，相当于吨钢成本上升422

元，而同期国内市场钢材价格每

吨仅上涨106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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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2012 年，机械产品的市场需求疲

软，数控机床全年产量 20.57 万台，同比下

降 16.19%。新增订单明显减少，资金占用大

幅上升，制造资源大量闲置和供需矛盾愈加

突出，已成为机床工具行业运行面临的主要

问题。

由于中低档数控机床市场萎缩和生产能

力过剩，加之国外产品低价涌入，市场竞争将

进一步加剧。而高档产品由于长期以来一直

依赖进口，国内企业更是面临着国际化竞争

的严峻挑战。

面对市场新形势，机床行业必须主动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主动淘汰低附加值落后产

品，坚持把提高高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作为

转型升级的核心目标之一。国内机床企业要

着力突破核心技术，使产品精度在保持性、稳

定性、可靠性等方面真正得到用户认可，特别

是要致力于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商

品化，彻底解决国产高端机床与进口机床相

比“形似神不似”的问题，推动行业进入持续、

理性、稳定的增长阶段。

可以预计，在市场倒逼机制作用下，我国

机床业转型升级步伐将加快，高质、高效、高

端成为转型方向。其中，高端数控机床制造

作为发展海工、航天等高端装备的基础，加大

对其开发投入是一个重点。

文/刘 瑾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2012年前 11
月，我国对东盟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 235.5
亿美元，占行业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10.2%。

目前，东盟已成为拉动我国纺织品服装
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数据显示，2012
年 11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对东盟出口约 28
亿美元，同比继续高速增长。

纺织品服装出口东盟235.5亿美元

深圳企业境外投资增长207.46%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从商务部驻深圳特

派员办事处获悉：2012年深圳企业经核准境外
投 资 协 议 投 资 额 28.2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07.46%，实际投资额居各大中城市首位。

据了解，去年,深圳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项
目 27 个，较前年增长 72%，中方投资额达
5.24亿美元，并购时更关注新技术、营销渠道
和融资平台等，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贸促系统去年引进项目4617个
本报讯 记者顾阳从近日召开的全国贸

促工作会议获悉：2012 年全国各级贸促机构
共完成“引进来”项目 4617 个，推动“走出去”
项目 2596 个，促成合作金额 117 亿美元，惠
及 8574家企业。

去年，全国贸促系统配合“稳增长、调结
构、促平衡”工作，先后在境内共举办展览
2667个，在境外主办展览 367个。

制造业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89.8%
本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国家质检总

局日前发布的 2012 年产品质量状况显示，国
内制造业产品质量方面，全年共抽查 18791
家企业生产的 20355 种产品，批次抽样合格
率为 89.8%，同比上升 2.3个百分点。

据介绍，2012 年度抽查的大、中、小型企
业数分别占抽查企业总数的 13.3%、21.1%和
65.6%，批次抽样合格率分别为 96.7%、93%、
87.2%，同比基本持平。

根据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的分析预
测，2013 年，我国煤炭经济景气波动幅度
不会太大，总体将保持相对稳定。其中，
一季度煤炭产业景气度仍有继续下行可能
性，但幅度会变小，二季度后煤炭产业景
气度可能出现回升，升幅也不会太急太
大。预计全年煤炭产业仍处于景气周期的
筑底阶段。

从 2012 年四季度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分
指标看，部分指标出现好转迹象。其中，
随着煤炭下游产业景气度的提高和市场需
求的进一步回升，煤炭市场活跃度可能有
所好转，煤炭产量有望继续增加。全行业
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业等方面也将保持适
度增长。

“总的来看，煤炭产业虽然仍处于不景
气之中，但此轮调整的最痛苦阶段已经过
去。”岳福斌说，在目前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形
势下，我们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对产业结

构进行调整，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要依据市
场需求组织煤炭生产，严控产能集中过快释
放，稳定供给；要加强煤炭市场监测，调整市
场供需矛盾，维护均态市场格局，稳定价格；
要坚定煤炭产业的发展信心，按可持续发展
要求，科学合理规划，稳定投资；要致力于培
养和留住人才，不轻易采取减员增效降酬增
益的措施，稳定产业队伍。

在稳定的基础上，要加大资源向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优势企业倾斜，努力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要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充分利用、
有效节约煤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要推广
充填开采、洁净煤等技术，促进产业优化升
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煤层气产业
化发展，推进煤矿瓦斯、煤矸石等综合利用；
要转变管理方式，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向
管理要效益。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国际化战
略，关注国际煤炭市场的变化，科学调控进
出口比例。

中经景气指数反映产业风向
煤炭产业是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监测的重点产业之

一。过去两年间，煤炭产业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行情。
在2011年以前，煤炭产业正值“黄金十年”的高速发展
期，景气度一路稳中有升，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企业赚钱
似乎也特别容易。在不少业界人士仍沉醉于景气行情

时，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在2011年三季度就发出了
预警信号，提示煤炭行业要关注潜在风险。而当年四季
度及至2012年全年行业一路下行的走势，也印证了中
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当时的研判。

根据预测，煤炭产业要回到正常运行轨道，还需要
一段时间。只有正确看待当前煤炭经济形势，抑制产量
过快增长、科学规划产能、维护价格稳定、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理顺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有所为、有所不
为”，煤炭产业才能真正实现“稳中求进”。

日前，由经济日报社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
心共同研究编制的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对外发布。景气监测结果表明，2012年，中经煤
炭产业景气指数呈现持续下滑态势，四季度煤炭产业景气指数降至97.0（2003 年增长水

平=100），比上季度下降1.0点，为2000年三季度以来新低。经过测算，2012年底，煤
炭产业景气值比上年同期下降5.73%。

记者就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煤炭经济形势等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

从景气指数看煤炭业走势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多因素导致“黄金十年”结束

防止产能过快释放景气筑底调整仍将持续

中 经 煤 炭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创 12 年 来 新 低

“从全年的走势看，2012 年煤炭产业景
气指数沿着近似于 45 度的斜率持续下行，
仍处于筑底调整之中。这既是受国际经济
形势影响，也与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
分析说。

从国际经济形势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和欧债危机使之进一步恶化的全球性经济
危机仍在持续，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不同的是，这次经济危机
是由金融资本市场问题导致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形
势恶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历史上的任何
一个时期。2012年，我国GDP增速为7.8%，
创下了13年来新低。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
背景下，一些支柱产业景气度不高，钢铁等行
业甚至出现亏损，这在很大程度也影响到了
作为基础产业的煤炭产业的景气度。

从煤炭产业自身情况看，在过去“黄
金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产业总体呈现供
需相对紧张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
了煤炭产业在“十一五”期间的投资。这些

投资在“十一五”末期逐渐形成新的产能，
而且出现了集中释放的趋势。结果使得国内
煤炭市场供应量快速增加。由于下游产业对
煤炭需求不给力，加之国际煤炭进口量的持
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煤炭市场的供需
矛盾。

“正是由于煤炭供给的增加与市场需求
之间矛盾的加剧，导致了煤炭价格的持续下
跌。”岳福斌说。2012 年，煤炭市场价格一
路下跌，出厂价格指数（以上年同期为 100）
年末跌至 88 点，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客观地
讲，煤炭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

此外，多年来，煤炭行业管理能力较弱
的局面一直没得到明显改变，对煤炭产业运
行的监测预警工作较为落后。“早在 2011 年
11 月煤炭经济形势骤变时，我们就根据中
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的监测发出预警，在报
告点评中提出要防范煤炭产业发展的潜在
风险。”岳福斌说，在煤炭产业价格出现大幅
下跌的情况下，政府如果及时启用价格调节
基金，用于限产补贴或者煤炭储备，行业下
行态势可能就不会这么明显。

据 中 国 煤 炭 工 业 协 会 公 布 的 快 报 数 ，
2012 年我国原煤产量 36.6 亿吨，比上年增加
1.4亿吨。

“如果充分考虑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等实
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去年我国煤炭产量数远不
止这个数。”岳福斌分析说，2012 年我国煤炭供
给相对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并且始终未能得
到有效解决，实际产量不会少于38亿吨。

去年9月，有关部门针对煤炭产量过快增长
的情况，发出了“限产令”。不过，“限产令”只是在
神华、中煤等大型煤炭企业发挥了作用。一些企
业仍然开足马力，试图通过增加产量，薄利多销，
确保利润；一些地方的行业主管部门对此则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是由于“上有限产政策、
下有增产对策”，导致全年煤炭产量并没有得到
有效抑制，进一步加剧了煤炭价格的下跌。

“抑制煤炭产量过快增长是当前的一项重
要任务。但从长远角度看，我们必须把煤炭产
能和产量两个概念分开，把产量控制与产能的
适度放大和稳步释放有机结合起来。”岳福斌

说，煤炭产业出现相对过剩的是产量，而非产
能，只有保证产能相对平稳增长，才能有效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

当务之急，煤炭产业应根据市场实际需求
来确定产量，并据此控制产能释放。岳福斌建
议，在煤炭产能向产量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进
一步加强宏观调控，盯住产能“总阀门”，防止煤
炭产能过快释放。

“限产不能只靠一纸命令，而要运用好有效
工具，比如利用好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对限产企
业进行利润补贴。”岳福斌说。

从目前情况看，煤炭产业“十二五”规划
提出的产量控制在３９亿吨的目标很难实现。
特别是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将会出现
新的煤炭需求。岳福斌建议，有关部门应对煤
炭市场供求进行深度调研，适当调整“十二
五”规划的产能，适度掌握投资进程，利用财
政、金融和产业政策，调节市场供需平衡。此
外，还要积极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接轨。

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通讯员周一兵报
道：燕山石化有关负责人估算，我国每年轮胎
业异戊橡胶市场需求 40 万吨。异戊橡胶被
称为“合成天然橡胶”，可替代天然橡胶广泛
应用于交通、医疗等行业。

据了解，中国石化首套异戊橡胶生产装
置近日在燕山石化建成中交，其设计能力为
每年 3 万吨，以燕山石化碳五分离装置产出
的聚合级异戊二烯为原料，采用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稀土催化聚合异戊橡胶技术和聚合
反应工艺，所有设备均为国内制造。

轮胎业异戊橡胶市场需求40万吨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对基础产业煤炭业的走势产生影响。煤炭

供大于求矛盾的凸显，导致煤价持续下跌，行业利润水平下降

煤炭产业仍处于不景气之中，但此轮调整的最痛苦阶段已经过

去。2013年，我国煤炭经济景气波动幅度不会太大

我国煤炭供给相对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调

控，盯住煤炭产能“总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