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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份推出夏季停窑限产计划——

错峰生产有利水泥行业去产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随着夏季来临随着夏季来临，，水泥行业的市场需求呈现季节性减少水泥行业的市场需求呈现季节性减少。。为此为此，，全国全国

多地水泥企业在行业协会引导下实行错峰生产多地水泥企业在行业协会引导下实行错峰生产。。业内专家表示业内专家表示，，在行在行

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错峰生产和停窑限产都是为实现去产能目标提错峰生产和停窑限产都是为实现去产能目标提

供平稳过渡期供平稳过渡期，，只有行业效益得到提升才能使得存续企业有能力奖补只有行业效益得到提升才能使得存续企业有能力奖补

退出企业退出企业，，进而推进去产能工作进而推进去产能工作——

众多科技产品亮相北京玩博会——

婴童用品，有IP更要有创意
本报记者 杜 芳

新能源汽车上半年卖了19.5万辆
新闻回放：7 月 11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

了 2017年 6月份中国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1 月份至 6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21.2 万辆和 19.5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9.7%和 14.4%。

点评：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在去年下半年呈

现明显下降趋势。在 2016 年底新能源汽车补贴调

整政策落地，以及一系列“骗补”事件渐渐平息之

后，2017 年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已呈现稳中有进的

增长态势。受年初销量的拖累，今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也许不及预期，但全年销量仍有希望超 70

万辆。

挖掘机上半年销量超去年
新闻回放：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分

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纳入分会统计的 26
家主机制造企业累计销量 7.08 万台，同比增长
110%，超过 2016年全年销量。

点评：挖掘机销售数据历来被视为工程机

械行业的晴雨表，挖掘机销量的攀升也代表着

部分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业内预计，挖

掘机行业短期内将进入相对淡季，今年下半年

销售数据将会有所回落，但从中长期来看，国

内及海外基建需求不断增加，对于挖掘机行业

无疑是利好消息。

共享单车报废将产生30万吨废金属
新闻回放：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2016 年，

近 20 家品牌投放了约 200 万辆共享单车，2017 年
预计投放总量极可能接近 2000 万辆。这些自行
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 30 万吨废金属，相当于 5 艘
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

点评：《共享自行车服务规范》中提出，共享自

行车连续使用 3 年即强制报废。由于自行车产生

的废钢铁便宜、量少，多家回收企业对于自行车的

回收报价仅为每辆十几元甚至四五元。因此，面

对有待完善的维保体系、3 年的使用年限、低廉的

回收价格，共享单车企业在快速壮大的同时，是时

候将更多精力放在共享单车的维修、报废、处置等

方面了。

近日，内蒙古、山西等地陆续推出夏
季水泥错峰生产计划，华东、华北等地区
也将相继推出新一轮错峰计划，这使得
水泥行业停窑限产增效趋势进一步明
确。业内专家表示，在需求稳定的基础
上，相信下半年水泥行情积极乐观。

错峰生产渐成常态

随着夏日雨季来临，水泥行业夏季
市场需求产生季节性减少，生产耗能显
著增加，对空气质量影响明显加大。根
据国办要求“其他地区水泥熟料装置在
春节期间和酷暑伏天也应错峰生产”的
要求，全国多地区纷纷开展夏季水泥错
峰限产，为水泥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增效
益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了解到，目前内蒙古、山西、重
庆、山东等省份都已下发水泥夏季错峰
生产计划相关文件。内蒙古自治区水
泥协会下发的《关于下发 2017 年夏季
错峰生产停窑方案的通知》中要求，内
蒙古自治区境内所有传统石灰石熟料
生产线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实
行为期 62 天的错峰生产停窑安排，并
划分了蒙东、锡盟、呼和浩特、乌兰察
布、包头、乌海 6 个片区为单位加大错
峰生产力度。同时，设立错峰生产停窑
监督负责制，将自治区错峰生产工作落
实到位。

同样在 7 月 1 日开始夏季错峰生产
的还有重庆市。为进一步化解重庆市水
泥产能过剩矛盾，合理缩短水泥熟料装
置运转时间，有效压减过剩熟料产能，推
动 2017 年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完成，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
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
2017 年水泥企业夏冬季错峰生产工作
的通知》。决定在 2017 年夏冬季（2017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底、11 月 1 日至 12 月
底）对 24 个区县 31 家水泥企业的 49 条
水泥熟料生产线实行错峰生产。通知明
确要求，对不按时按量执行错峰生产的
水泥企业，在行业内、有关网站进行通
报，并约谈企业负责人。经约谈仍不执
行、不整改完成错峰生产的企业，列入环
保失信黑名单。

为了水泥行业稳定健康发展，错峰
生产已成为水泥行业去产能、增效益的
重要抓手。“要妥善解决错峰生产这一产
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山西
省建材工业协会秘书长成耀荣在近日召
开的“晋冀鲁豫四省水泥去产能工作会”
上说。近日，山西省建材工业协会发出

《关于山西省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实施夏
季错峰生产的通知》，安排今年夏季山西
省水泥错峰生产工作在今年 6 月份至 7
月份共停窑两次，各停窑 10 天，累计停
窑 20 天。通知提出，错峰生产停窑期

间，山西省各水泥企业要做好设备检修、
技术改造、安全环保设施的维护和检修、
职工培训等工作。据了解，为确保山西
省 2017 年夏季错峰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山西省建材工业协会组织了“山西省水
泥行业自律公约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
对错峰生产情况深入现场核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
份全国水泥产量 22846 万吨，同比增长
0.5%；1 月份至 5 月份全国水泥产量共
89157 万吨，同比增长 0.7%。业内专家
认为，当前水泥产量增长基本走平，部分
区域虽开始出现水泥价格的季节性回
调，但总体维持稳定。加之水泥去产能
政策和具体规划将逐渐开始落地，夏季
错峰限产将对行业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行业整体景气带来提升效应。

错峰与去产能同步推进

近日，由中国水泥协会举办的“晋
冀鲁豫四省水泥去产能工作会”在河南
召开。在会上，晋冀鲁豫四省水泥 （建
材） 工业协会负责人和 16 家大型企业
领导人对 2017 年下半年四省水泥市场
供需情况作了分析，共同探讨推进四省
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坚定
维护四省区域市场竞争秩序达成共识，
决定去产能、增效益两手抓，以实现区
域水泥行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
益”的目标任务。

近期，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了《河南省利用综合标准依
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的通
知》，标志着政府将正式启动依法依规推
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河南省建材工业
协会会长王爱贞在会上表示，行业协会
将积极配合政府开展水泥去产能的执法
行动，有必要对行业自律不到位的个别
企业实施处罚措施。对于河南省水泥去
产能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天瑞水泥总经
理丁基峰表示，要克服困难达成共识，发
挥大企业主导引领作用，要将错峰生产
与去产能工作同步推进。

据了解，此次四省去产能工作会议
提出，建议中国水泥协会在水泥去产能
和错峰生产方面积极探索认真贯彻落
实；大企业要有主动担当意识；要建立省
级市场环境监督机制，确保今年行业效
益大幅提升。

对此，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孔
祥忠表示，去产能是水泥行业“十三五”
期间重要内容，中国水泥协会已于 2017
年 5 月份成立去产能领导小组，并设立
去产能办公室。今年 7 月下旬，中国水
泥协会还将召开全国 50 家大企业领导
人会议，并由领导小组审议、提交《水泥
工业去产能 2020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错峰生产是国家产业政策，是水泥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环保行动，是
政府对行业的要求。”孔祥忠认为，错峰
生产与停窑限产对于水泥行业推进去产
能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水泥协会将
继续发挥协会监督作用，对不按规定拒
不执行错峰生产这一产业政策的企业予
以曝光。”此外，孔祥忠表示，停窑限产是
企业依据市场情况从供给侧自发调节供
应的市场化行为，可以通过行业自律来
实现行业效益提升。“错峰生产和停窑限
产都是为实现去产能目标提供平稳过渡
期，只有行业效益得到提升才能使得存

续企业有能力奖补退出企业，从而推进
去产能工作。”

孔祥忠提出，大企业、行业协会要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承担责任，企业领
导人要重视行业利益，加强沟通。“去产
能工作可以先易后难。所有无生产许可
证企业应当停产，无证熟料企业必须在
同区域内实施‘有偿置换产能’，并在取
得生产许可证后才能生产；要关闭无证
粉磨站企业；要加快建立水泥行业去产
能专项资金，以市场化手段提高区域集
中度。”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的《2017 年二
季度中国快递发布指数报告》显示，二季
度全国快递业务量约完成 98.2 亿件，同
比增长 31.3%，日均快件处理量超过 1
亿件，整个上半年完成快递业务量 174
亿件，同比增长 31.4%。与此同时，在快
递业务量保持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快递
服务质量“不降反升”，有了一定程度的
改 善 ，二 季 度 快 递 服 务 质 量 指 数 为
170.6，同比提高 17.2%。

从公众满意度指标来看，二季度快
递服务满意度得分为 77.1 分，基本与一
季度持平，同比提高了 0.1 分；从用户申
诉率指标来看，二季度用户对快递的有
效申诉率为 3.9 件/百万件快件，同比降
低 1.8件/每百万件快件，创六年来新低。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的 2017 年
5 月邮政业消费者申诉情况通告也显
示，通过“12305”邮政行业消费者申
诉电话和申诉网站共受理消费者申诉
97330 件，受理的申诉中有效申诉 （确
定企业责任的） 为 13252 件，比上年同
期下降 0.9％。

过去，与邮件快件数量高速增长相
生相伴的往往是消费者申诉量增加。

“网购商品后，就盼望着‘宝贝’能及
时到手，但却事与愿违，尤其在一些重
要节日前后，快递送货时间比平时晚 3
天—5 天都算好的。”几乎每天都网购
的宋洁认为，送货不及时问题是阻碍网
购发展的瓶颈。

宋洁的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由
于快递业务扩展速度快、行业竞争加
剧等原因，部分企业采取低价竞争策
略导致企业利润和管理水平降低，同
时一些快递公司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
质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快件
丢失短少、快递变慢递、态度恶劣、
野蛮搬运等各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问题不断显现，严重影响消费者的
快递服务体验。

为此，国家邮政局重拳出击，整顿
治理了一批违法快递企业，在“快递业
十三五规划”中，也将快递服务满意度
提升，保障快递消费者合法权益列为重
要一项。

分析人士认为，快递业“草莽时代”
或将结束，同时快递企业梯队也将迎来
分水岭，一方面受到资本支持，将会提高
快递服务质量，紧抓用户痛点与需求；另
一方面快递行业将形成优胜劣汰、大鱼
吃小鱼的竞争局面。

为了应对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开始
持续提价。据最新消息，“四通一达”（申
通快递、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百世汇通、
韵达快递）以及天天快递为提高快递服
务质量，集体上调了派件费。几家快递
上调派件费的理由基本一致：为适应行
业发展需求，提升派件积极性，进一步提
高派件质量等等。

此举可看作快递企业向基层网点、
快递员让利，让快递员每送一单能多挣
0.15 元。“快递员挣钱多了，服务态度自
然也会提升。但最终能否顺利施行，还
有待观察。”业界人士认为，从价格战到
联合提价，再到时效竞速，从一定程度上
说，快递行业竞争已从原来的野蛮扩张
转向提升附加值，我国快递业正从速度
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河北协会将加大与政府沟通力度，

做好环保达标工作，消除恶意竞争，提

升区域市场集中度，加强行业团结。

——河北省建材工业协会执行会
长 李怀江

大企业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坚决

落实“晋冀鲁豫四省水泥去产能工作会”

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水泥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中国联合水泥总经理 孙建成

重点工程竞标要杜绝“恶意低价中

标”的经营行为，价格低于成本破坏市

场秩序，损害企业品牌，行业效益也无

从谈起。

——冀东水泥副总经理 王向东

建议其他省份的大企业要加快市

场整合步伐，提高区域市场集中度，这

才是市场环境改善、企业效益提升的

基础。

——山水集团副总经理 冯存伟

7 月 13 日至 16 日，第八届北京玩博会在全国农业展览
馆举行。今年北京玩博会由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与京
东超市联合主办，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个优质品牌
齐聚一堂，吸引了众多家庭前来参观体验。

在“新科技玩具体验区”，AR 增强现实技术、AI 人工智
能交互等高科技与传统玩具智能化融合。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款 AR 玩具枪，只要装上下载了游戏软件的手机，就可以
置身虚拟现实中发枪打怪，许多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体验
时间到了仍爱不释手。多元化游戏形态，造就了良好的游
戏体验，与高科技产品的亲密接触，也潜移默化地开发着孩
子的各种能力。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梁梅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的玩具产业已经发生了变
化，市场上的玩具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年轻的家长们展现
了对玩具新的需求，做玩具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因此，市
场上的玩具不断升级，有不少企业结合了“黑科技”开发
出的婴童产品，新颖奇特，创意无限，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针对当前市场需求，有的玩具厂商将创意聚焦于产品
本身，也有的玩具厂商则在经营模式上打起了主意。玩多
多公司运营副总裁王霄楠告诉记者，当前共享玩具受到很
多家庭欢迎，不仅租赁成本低，还能让孩子尝试更多类型的
玩具，同时还能实现资源共享，不少企业已经介入这个领
域。

主打“IP”主题是婴童用品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另一条
路径，各种 IP 主题的玩具在此次玩博会上形成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小朋友们在现场不仅可以看到风靡全球的乐高幻
影忍者、变形金刚、赛车总动员、海底小纵队、奥特曼、冰雪
奇缘等授权玩具，还能试玩体验当下火爆的国产 IP 玩具，
如超级飞侠、爆裂飞车、铠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猪猪侠、
赛尔号等授权新品。

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传统玩具 2017年
第 一 季 度 出 口 总 值 为 38.81 亿 美 元 ，同 比 2016 年 增 长
33.45%，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增速。
同时，一季度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出口地区的传
统玩具出口额分别为 10.42 亿美元、1.54 亿美元、9.04 亿美
元，同比 2016年分别增长 22.35%，23.77%以及 50.57%。

上图 2017 北京玩博会上，工作人员正在向小观众介

绍玩具探测仪。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水泥错峰生产如何推进

二季度有效申诉率创 6年来新低，专家认为——

快 递 业 有 望 告 别“ 草 莽 时 代”
本报记者 徐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