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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业去产能取得重大成果

上半年全部取缔 1.2 亿吨“地条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6 月 30 日前全部取缔“地
条钢”是国家的明确要求，也
是钢铁业去产能最关键的决
定性战役。当前，取缔“地条
钢 ”按 照 既 定 时 间 表 顺 利 推
进，进展、成效符合预期，是行
业发展的一大利好，有力提振
了广大钢企的信心，有利于行
业健康发展、转型升级——
进入 7 月份，我国取缔地条钢的“大
限”已过。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共
取缔、关停“地条钢”生产企业 600 多家，
涉及产能约 1.2 亿吨。目前相关企业已
全部停产、断水断电。

取缔关停 600 多家企业
今年是去产能攻坚之年，
国家明确要
求 6 月 30 日前必须全部取缔
“地条钢”
。
所谓“地条钢”，指的是以废旧钢铁
为原材料，用工频、中频感应电炉冶炼
的，无法有效实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生产
的钢或钢材，主要为建筑用钢。其在质
量、工艺、安全、环保等方面都达不到标
准和要求，给建筑工程质量带来了巨大
隐患。国家此次将取缔“地条钢”作为硬
任务，务求实现市场出清。从目前情况
看，取缔“地条钢”按照既定时间表顺利
推进，进展、成效符合预期。
截至 6 月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信部等部门的最新信息显示，上半年
我 国 共 取 缔 、关 停“ 地 条 钢 ”生 产 企 业
600 多家，涉及产能约 1.2 亿吨。透过数
据变化，足见清理排查“地条钢”工作之
深入、彻底。
据悉，5 月 2 日至 26 日，钢铁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组成 8 个督查组，赴各地开展取
缔“地条钢”专项督查，指导和督促各地
切实按照要求做好拆除工作。从督查情
况看，各地排查发现的“地条钢”产能已
全部停产、断水断电，正按照“四个彻底
拆除”要求将
“地条钢”取缔到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日
前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对去产能工作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按照省级政府对取缔
“地条钢”工作负总责的要求，各地区要
在 6 月 30 日前彻底取缔“地条钢”，并于
7 月底前组织验收，形成总结报告，上报
国务院。

下半年严防死灰复燃
为确保对“地条钢”彻底打击取缔到
位，在地方自查基础上，今年 8 月份，部
际联席会议将对“地条钢”取缔地区开展
专项检查，对取缔不到位的地方，作为负
面典型，报请国务院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017 年，钢铁行业最关键的决定
性战役，就是彻底清除‘地条钢’和防止
‘地条钢’死灰复燃。”中钢协党委书记兼
秘书长刘振江在上半年钢铁企业经济运
行座谈会上指出，这两个方面是事关钢

铁行业结构调整基础稳定的大问题，全
行业和企业绝不可掉以轻心，要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的工作。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
为，从长远角度来看，应该结合化解过剩
产能长效机制建设，加强对“地条钢”等
违法违规产品和企业的检查、执法、监
督。与此同时，适时修订和提升建材质
量标准，通过产品质量监督来消灭“地条
钢”生存空间。
据了解，为根治“地条钢”顽疾，国家
建立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并重视发挥社
会监督作用。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已表
示，6 月 30 日之后，如果接到“地条钢”情
况举报，将对相关企业全面开展核查。
如果违法违规行为属实，将对相关地方
和企业严肃问责。

为行业转型打下根基
对于钢铁业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而
言，彻底取缔“地条钢”，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孟玮强调，
“ 地条钢”属于违法违
规生产，一直是国家要求淘汰和严厉打
击的对象。这类落后产能如果得不到取
缔，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李新创
等专家认为，取缔“地条钢”，扩大了有效

供给，减少了产品安全隐患，净化了市场
环境，促进了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提振了合法合规钢铁企业的信心。
实际上，取缔“地条钢”的成效在行
业运行层面已得到体现。6 月 30 日，中
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
示，6 月份钢铁行业 PMI 为 54.1%，继续
处于扩张区间。主要分项指数中，新订
单指数从高位回落 2.1 个百分点，生产指
数较 5 月份上升 0.4 个百分点，新出口订
单指数上升 1.4 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指
数下降 1.2 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国内
钢厂生产加快，虽然需求受季节性因素
影响有所回落，但整体销售情况依然良
好，钢厂库存并未明显积压，产销衔接基
本正常，钢铁行业运行较为平稳，行业景
气度维持较高水平。
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认为，
由于基本清除了接近 1.2 亿吨“地条钢”
产能，今年钢铁业去产能实际效果更加
明显，对改善供需关系、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有较大积极影响。市场对钢材价格的
预期持续上升，金融资本流向期货市场
和贸易商的热情增加，可能促使钢价保
持高位甚至出现明显上涨走势。
当前，钢厂利润整体维持高位。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月份至 5 月份我
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总额
达 1053.1 亿元，同比增长 93.5%。可以
预见，钢价保持高位甚至出现上涨走势，
且去除“地条钢”导致废钢供应偏松又对
铁矿石价格形成压制，钢铁业效益状况
将持续好转。
“对钢铁行业良性发展而言，去产能
犹如一次‘大扫除’。”中钢协副会长迟京
东表示，我国钢铁企业过去存在的一个
突出问题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转型升
级艰难。现在，国家以淘汰落后产能、清
除违法违规产能、清除“地条钢”为重点，
大力推进钢铁去产能，为行业转型升级
打下了很好的根基。
太钢集团董事长李晓波表示，取缔
“地条钢”为钢铁行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
好市场环境，既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绩
效，推动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又有利于
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发展。

国家食药监总局携手百度百科

食药品权威科普网络平台上线
本报北京 7 月 3 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为推进食
品药品科普工作、提高公众认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新闻宣传中心携手百度百科共建的食品药品权威科
普网络平台首批食药科普视频于 3 日正式上线，今后公
众可以通过百度百科秒懂百科视频平台了解权威的食药
知识。
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新闻宣传中心主
任颜江瑛表示，食药安全大于天，为引导公众正确认知食
品、药品等科学知识，国家食药监总局多措并举推进平台
建设，建立专家委员会，依托产品数据，制作权威科普视
频，切实推动食药安全社会共治。据了解，今年 5 月 10
日，
总局新闻宣传中心与百度百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
建权威科普网络平台，
通过短视频和词条两种形式，向广
大网友传递食品、药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最权威、最
可靠的知识，2017 年双方将共建 800 部科普秒懂视频、
上万条词条，将权威、生动、易懂的科普信息高效地传递
给社会公众。
“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
目前每个秒懂视频每天平
均有超过 5000 次点击量，说明公众非常关心食药知
识。”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中心副主任燕辉介绍说，
此次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中心与百度百科共同发布
的首批科普视频，
包括
“如何科学认识亚硝酸盐”
“保健食
品是不是骗人的”
“什么是食品添加剂”等，用通俗、有趣、
简练的方式生动解读了一系列食药安全领域的热门词
条，以短视频形式在百度百科秒懂百科视频平台上呈
现。这种短视频快速解读词条的方式打破了原有百度百
科以文字、图片为主的内容形态，将权威的知识生动化，
有效提升了科普信息的传递效率。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华林报道：近日，农业部在北京举办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并正式启动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活动期间，还曝光了近
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典型案例。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
该平台的启动标志着农产
品向实现全程可追溯迈出了重要一步。农业部将为老百
姓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
务。下一步，
农业部将进一步充实平台功能，健全配套制
度，
抓好追溯试运行，
强化支撑保障，
确保平台发挥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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