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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部盈利状况明显分化

2014年二季度，在产

能过剩的压力下，有色金

属行业上中游盈利能力

难有改善，下游企业盈利

能力不断增强，行业内部

分化态势明显。当前，有

色金属企业要提高经营

效益，还应在培育消费市

场、扩大下游产业应用等

方面下功夫

2014 年二季度，中经有色金
属产业景气指数为 97.5，比一季度
上升 0.4 个点。虽然二季度有色金
属产业运行出现回稳迹象，但仍处
于低位，产能过剩导致的下行压力
依然存在。分行业看，二季度有色
金属矿采选与冶炼业利润状况持续
低迷，利润同比降幅继续扩大，而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利润仍保持平
稳增长。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下，有
色金属行业内上中游盈利能力难有
改善，但下游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
强，行业内部分化态势明显。

从有色金属矿山、冶炼、加工
上下游产业情况看，有色金属矿山
受世界矿山产品供应充裕的影响，
前几年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向矿山企
业集中的态势已明显改变，加工产
业由于市场需求略有好转及金属原
料价格偏低，企业效益稳中有升。
而冶炼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或自备
矿山原料不足，企业经营依然困难。

分金属品种看，只有镍锡、钨
钼及白银等稀贵金属冶炼企业效益
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其他金属
企业均面临不小压力。尤其是电解
铝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价格
倒挂，企业持续亏损，短期内扭亏
的压力依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色金属企业

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尤其是电解铝
企业及国有企业均出现了行业性亏
损。1-5 月，有色金属企业实现利
润与近 10 年行业效益最好的 2011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3%。其中，
铝冶炼企业在连续两年亏损的情况
下，同比增亏 50 多亿元，每百元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中 成 本 高 达 98.3
元。今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也出现持续亏损，亏损面高达
50%左右。

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持续
亏损，是影响有色金属行业经济效
益及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在当
前市场竞争环境下，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扭亏的任务还很艰巨。因
此，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国有企业
改革，在国有企业资产结构调整
时，引进具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民
营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焕
发国有资本活力；另一方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依法合规、规范
运作，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当前，有色金属企业要提高经
营效益，还应在培育消费市场、扩
大下游产业应用等方面下功夫。一
方面，需要继续争取政策支持；另
一方面，建议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
铝企业，开拓思路，积极主动与汽
车、轨道交通、航空等加工制造领

域的企业合作，在产品标准、市场
开拓及利益分配上，从发展角度探
索合作共赢的经营模式。针对市场
和下游消费领域对高新金属材料需
求，企业要研发制造特色鲜明市场
亟需的高新材料。在铝合金材料及
精深加工产品领域，着力为下游装
备及制造业提供优质铝合金部件。
比如，研发制造高质量的汽车铝合
金板、航空航天用铝合金等金属材
料；着力为建筑行业提供新型建筑
节能铝合金门窗等产品。这样，通
过培育市场，扩大市场需求不仅能
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还能提升产业
经济效益。

总体来看，在国内宏观经济回
稳及国际有色金属供应过剩尚未根
本改变的影响下，预计三季度有色
金属价格总体有望呈企稳或小幅回
升的态势，但各金属品种价格变化
仍会存在差异。由于有色金属企业
生产成本上升、企业间账款拖欠等
问题存在，因此，三季度有色金属
产业扭转利润下降的压力依然很
大，但降幅可望继续收窄。随着国
家密集出台稳增长措施，下半年部
分有色金属非国有企业、中小微企
业将在税收、信贷等方面受惠于各
项政策的落实，这部分企业的经济
效益有望继续呈小幅回升的态势。

2014 年二季度有色金属景气
度呈现回稳态势，但行业的下游需
求依旧疲软。展望三季度，下游行
业需求端依旧难有明显起色，是否
能够继续供需失衡缓解、价格弹性
增强的趋势成为三季度行业景气度
能够延续触底反弹的关键。在未能
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情况下，经模
型测算，2014 年三、四季度中经有
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为 97.8、98.0，
预警指数分别为 73.3、76.7。

二季度有色金属行业企业景气
调查结果显示，反映企业家对三季
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120.3，比反映二季度企业经营状况
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5.5 个点。这表
明，受益于价格的回升，企业家预期
有色金属行业三季度运行呈现稳中
有升的局面。

分指标来看，有色金属行业的
下游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国内外订
单有所增加：二季度订货“增加”及

“持平”的企业占 81.8%，比一季度
上升 2.9 个百分点。相应地，由于
将进入传统产销旺季，企业的用工
需求增速将继续上升：二季度，用工
计 划“ 增 加 ”及“ 持 平 ”的 企 业 占
87.7%，比 一 季 度 上 升 1.1 个 百 分
点。有色金属整体价格的回暖促进
了企业扩张生产规模的意愿，投资
计划有所增多：二季度，投资计划

“增加”及“持平”的企业占 77.6%，
比一季度上升 1.3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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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二季度中经有色金属产业
景气指数为 97.5，较一季度小幅上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国内电解铝价
格的回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有色金属
产业景气度的改善。

4 月份以来，长期持续低迷的电解
铝价格出现一轮反弹行情，上海期货交
易所电解铝价格由 13000 元/吨反弹至
13500 元/吨左右，甚至还曾达到 13800
元/吨的高位。然而，国内电解铝市场
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的格局并未改观，电
解铝价格持续走强缺乏支撑。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已形成的
电 解 铝 产 能 大 约 为 3032 万 吨 ，由 于
2014 年我国仍将新增电解铝产能 400
万吨左右。而 2013 年我国电解铝实际
产量仅为 2490 万吨，2014 年也至多增
长至 2800 万吨。

与其他产业相比，电解铝的产能形
成后非常刚性，考虑到电解铝槽停产后
复产需要承担高昂的重启成本，电解铝
企业往往在轻微亏损时也不会选择减产
或停产，这种技术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行
业的产能过剩困局。

作为一种能源密集型的产品，电解
铝本身由于高能耗（电力消耗）的特征，
其产品成本对于电力价格高度敏感。
电力价格每变化 0.01 元/千瓦时，则每
吨电解铝的成本就会相应变动 130 元
左右。因此，为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竞
争力，近年来我国电解铝产能在布局上
出现了“西进”的趋势。

西部地区具备煤电优势的省区，如
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
电解铝产能快速增长，其中尤以甘肃、
新疆两省区发展最快。到 2013 年底，
新疆地区的电解铝产能已达 246 万吨，
而在 2010 年初时，该地区的电解铝产
能尚不足 30 万吨。因此，同样在当前
电解铝低迷的价格水平下，出现了东部
地区电解铝企业大面积亏损，而西部地
区电解铝企业仍稍有盈利的格局。

与此同时，由于电解铝行业的投资
强度较高，因此退出机制基本不畅。东
部地区在电力成本、产业链方面缺乏竞
争优势且持续亏损的企业也难以完全
退出该行业。鉴于电解铝行业所面临
的复杂局面和产能过剩的压力，我们认
为，短期内电解铝的价格难以出现根本
性的好转，从全年来看，仍将在 13000
元至 14000 元/吨之间波动为主。

图为山东省丛林集团正在生产的电力管材，主要用作高压开关壳体。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