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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协召开会议分析行业运行情况——

上半年钢铁业运行稳中向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在钢铁行业在

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成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成

效效，，企业效益显著回升企业效益显著回升。。中钢中钢

协认为协认为，，钢铁行业在下半年仍钢铁行业在下半年仍

要继续发力去产能和去杠杆要继续发力去产能和去杠杆，，

提升企业利润水平提升企业利润水平，，为行业健为行业健

康发展奠定基础康发展奠定基础

7月28日召开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五届六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传出信
息，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取得阶段性成果，行业运行环境初步改
善，企业盈利情况好于预期，但全行业脱
困的基础仍不牢固。下半年要紧抓难得
机遇，继续打好去产能、去杠杆攻坚战，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为钢铁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运行向好效益改善

钢铁业化解过剩产能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成效，促进了行业效益的
好转、产能利用率提高，市场预期明
显好转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扎实推
进，上半年钢铁市场供需形势趋于好转，
钢铁生产增长，钢材价格回升，大多数企
业效益明显改善，行业运行呈现稳中向
好局面。

粗钢生产保持高水平。最新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为 4.2 亿吨，
同比增长 4.6%。1 月份至 6 月份，全国
平均日产粗钢231.91万吨，其中6月份
日产粗钢达到 244.10 万吨，创历史最
高水平。

钢材价格波动上行。6 月末，CSPI
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101.03 点，同
比上升 48.95%。从平均水平看，1 月份
至 6 月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100.14
点，同比上升 46.92%，其中长材价格指
数同比上升 54.23%，板材价格指数同比
上升39.98%。

效益状况明显好转。上半年中钢协
会员钢铁企业利润总额 532.42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418.44 亿元，同比增幅高
达 367.12%。从利润总额构成看，上半
年主营业务利润为 428.19 亿元，同比增
长 746.23% ，利 润 结 构 得 到 了 显 著 改
善。从企业表现看，不仅宝武、沙钢等部
分龙头钢企的利润大幅增长，就连经营
困难的攀钢、八钢、韶钢等企业也实现了
扭亏为盈。

中钢协会长靳伟表示，上半年钢铁
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既是全行业拼
搏努力的结果，更得益于化解钢铁过剩
产能工作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取缔“地条

钢”取得了突出成效，改变了“劣币驱逐
良币”的市场环境。

今年是去产能攻坚之年。经过努
力，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4239万吨，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
的 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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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督查情况显示，目前各地
督查范围内的“地条钢”企业已基本处于
停产状态，大部分“地条钢”企业已按照

“四个彻底”的要求拆除了。
今年，有去产能任务的中钢协会员

企业继续压减产能，并做好职工分流安
置工作，在钢铁去产能中作表率。宝武
今年计划再压减545万吨产能，其中300
万吨已封存。河钢压减炼铁产能104万
吨、炼钢产能336万吨的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酒钢淘汰170万吨产能。天钢在去
年压减220万吨产能、安置3580人的基
础上今年再安置职工1840人。

“钢铁业化解过剩产能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促进了行业效益的好转、产
能利用率提高，市场预期明显好转。”国
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夏农表示，
按照既定目标，我国要用 5 年时间化解
钢铁过剩产能 1 亿吨至 1.5 亿吨。去年
化解钢铁过剩产能6500万吨以上，今年
要再压减 5000 万吨，这意味着我国用 2
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1 亿吨以上，
进入了5年目标区间。

盈利水平依然偏低

当前钢材价格水平仅与 1994
年的水平基本持平。会员企业平均
吨钢利润只有 160 元左右，部分企
业仍在亏损

随着行业景气度回升，上半年钢铁业
生产火热、价涨利增等现象引发社会关
注，“吨钢利润超千元”等说法被热炒。对
于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究竟该怎么
看，中钢协负责人作了深入分析。

靳伟表示，上半年粗钢产量增长
4.6%，是在取缔“地条钢”之后的增长，
其实际意义与以前的增长大有不同，这
种增长是市场需求的反映。上半年中钢
协会员企业生产粗钢 3.24 亿吨，同比增
长 6.8%，非会员企业生产粗钢则下降了

2.11%，充分说明去产能促进了先进产
能进一步发挥。

“ 钢 材 价 格 的 上 涨 属 于 理 性 回
升。”靳伟表示，2011 年到 2015 年末，国
内市场钢材价格经历了长达 50 个月的
连续下跌，最低点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仅
为 54.48 点，仅相当于 1994 年 4 月份钢
材价格的一半左右，从去年1月份起，钢
材价格才开始回升。今年6月末钢材综
合价格指数为 101.03 点，比去年底上涨
1.53%。同时，去年以来大宗原燃料产
品价格也都呈现上升趋势。

实际上，当前钢材价格水平仅与
1994 年的水平基本持平，并且钢铁行业
实现效益持续好转的任务依然艰巨。上
半年会员企业销售利润率仅为 3.04%，
远低于前6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利润率 6.11%的平均水平。会
员企业平均吨钢利润只有 160 元左右，
一部分企业处于盈亏边缘，还有一部分
企业仍在亏损。

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

“地条钢”是钢铁业的顽疾，其
生产存在着强烈的利益驱动。彻底
清除“地条钢”直接关系行业转型升
级的基础能否打好

由于钢铁供大于求的基本面还没有
得到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影响行业、企业
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不确定因素
依然存在，目前全行业脱困的基础尚不
牢固。与会者认为，做好下半年的工作，
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在上半年化解过剩产能取得阶段性
成果的基础上，下半年将进入完成全年
任务的决胜阶段和清除“地条钢”核查验
收阶段。

“打击‘地条钢’是钢铁行业去产能
的‘七寸’，必须坚定不移彻底清除‘地条
钢’。”中钢协党委书记、秘书长刘振江表
示，彻底清除“地条钢”直接关系行业转
型升级的基础能否打好，基础工作不能
马虎。

“地条钢”是钢铁业的顽疾，其生产
存在着强烈的利益驱动。在国务院第四
次大督查实地督查中，已发现天津、湖南
等个别地方仍有企业顶风违规生产“地

条钢”问题。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
出重要批示强调，取缔“地条钢”、化解过
剩产能要坚定不移推进，防止死灰复
燃。对顶风作案的要坚决依法严惩，对
监管不力的要严肃问责，务必做到令行
禁止。

为确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
务、彻底取缔“地条钢”，有关部际联席会
议将组织“地条钢”专项检查和 2017 年
去产能专项督查和抽查验收工作。有关
部门将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常抓不懈，防
止“地条钢”死灰复燃。

降低钢铁企业杠杆率也是行业的一
项重点工作。按照有关目标，力争经过
3年至5年的努力，使行业平均资产负债
率降到 60%以下。截至今年 6 月底，大
中型钢铁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70%。
目前，已有10家钢铁企业与银行机构签
署了债转股方案；第一批“去杠杆”典型
企业名单也已确定。

“上半年钢铁业去杠杆效果不突出，
需要进一步加快步伐。”靳伟表示，检验
去杠杆的效果如何，一是要看企业的资
产负债率降没降，企业融资环境有没有
改善；二是要看企业的财务成本有没有
降、财务负担有没有降。中钢协将继续
加强与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沟通
交流，争取进一步支持，促进相关政策尽
早落地。

据悉，针对去产能过程中企业集中
反映的“名股实债”、债务处置、贷款结构
等问题，中钢协已向部际联席会议及有
关部委提交专题报告。对去产能中债务
处置问题的建议，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
重视，目前正在收集典型案例。

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是钢铁
业发展不变的主题。在产能释放较快、
钢价波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钢铁行业
加强自律、力保平稳运行显得非常必
要。中钢协强调，企业要实现有效益的
生产，避免供需失衡，防止恶性竞争。与
此同时，要积极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大
力提升钢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
和耐久性；重点推进先进轨道交通、航空
航天、核电等所需高端钢材品种研发和
推广应用；积极推动服务型制造，坚持绿
色发展。靳伟提出，要用质量、服务优势
来对冲成本上升，形成钢铁企业竞争新
优势。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近
年来，网络餐饮平台发展规模呈急
速发展态势，配送环节食品安全越
来越受到消费者关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
在制定的 《网络订餐监督管理办
法》 征求意见稿中就有相关内容，
如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
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并保持
容器清洁。对此，一些城市实施的
地方性法规中，也已经有了规定。

“尽管监管部门对网络送餐环
节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外卖送餐环
节尚无统一的清洁消毒标准。”中
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表示，经过
一年的酝酿起草，网络订餐行业内
首个配送箱 （包） 消毒标准于近日
正式发布。

《经济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
发布的网络订餐配送箱 （包） 消毒
标准主要包括感官指标和微生物限

量指标。感官方面，要求餐饮配送
箱 （包） 内外表面应干净，无破
损，不得有附着物，不得有油渍、
泡沫和异味。

送餐箱的微生物限量指标也有
了明确规定，比如大肠菌群不得检
出，菌落总数小于 100CFU/cm2。

“这个数量是我国法律规定纸巾表
面菌落总数合格指标的一半。通俗
地讲，就是送餐箱消毒后的内环境
应该比纸巾更干净。”标准起草
人、饿了么高级食品安全专家苗虹
介绍说，在清洗消毒过程中，内外
表面应分别清洗，避免交叉污染。
如采用乙醇或含氯消毒剂清洗消
毒，应保证擦拭材料清洁卫生。消
毒后的餐饮配送箱 （包） 应自然晾
干或烘干，或使用已消毒的抹布、
纸巾等擦干，避免受到再次污染。

“此次标准的发布标志着中国
烹饪协会团体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正

式拉开序幕。”姜俊贤表示，下一
步中国烹饪协会将通过规范化、专
业化、流程化的工作方式，制定满
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相关标准，增
加标准的有效供给，助推建立“政
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
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
型标准体系。

据了解，配送箱 （包） 消毒标
准将在中国烹饪协会成员企业的门
店实施，其中有配送业务的单位推
荐使用。此外，中国烹饪协会还将
在 1400 个城市推广这一标准，相
关操作规范也将会在各外卖平台的
站点发放。

苗虹也表示，标准的发布和
实施将有助于规范配送工具的清
洗消毒，提升网络餐饮配送环节
食品安全水平，在提供快捷便利
送餐服务的同时，保障消费者餐
饮安全。

网络订餐配送箱（包）消毒标准发布

煤企上半年利润总额上涨36倍
新闻回放：截至7月底，共有16家煤企发布了

2017年半年报业绩预告，这16家煤企无一例外地
实现了业绩大增。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今
年前 5 个月，煤炭企业利润总额超 1200 亿元，同
比上涨36倍。

点评：由于上半年煤炭去产能效果明显，产量

逐渐下降，造成部分库存出现紧张现象，一些港口

甚至出现了煤炭缺货现象。同时，煤炭行业去产

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煤炭价格的合理回归。

有研究机构认为，在市场普遍预测第二季度业绩

将环比下降的情况下，仍有一半煤炭企业业绩环

比上涨，远超预期。

黄金上半年产量同比下降9.85%
新闻背景：7月29日，中国黄金协会发布数据

显示，2017 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累计生产黄金
206.542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 22.56 吨，同比
下降9.85%。今年前6个月，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545.23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9.89%。

点评：由于新的《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将氰

化提金产生的废渣列为危废，造成部分黄金矿山

企业减产或关停整改，重点产金省的黄金产量出

现了不同程度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多年来持续

高强度的开采，部分矿山资源持续减少甚至濒临

枯竭，也是上半年黄金产量下降的原因。不过，虽

然产量下降，但黄金消费却实现了增长，可见黄金

作为一种“财富贮藏”工具被研究机构和市场普遍

看好。

纺织业上半年主要指标趋于平稳
新闻背景：7月26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

长孙瑞哲在第三届全球人造丝论坛上表示，今年
上半年我国纺织工业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出口在
连续两年负增长后重新回到增长区间。

点评：近年来，受国际纺织服装多元化发展和

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我国纺织行业利润总额、

出口总额和工业增加值等主要指标增速明显回落

并趋于平稳，行业发展步入深度转型升级阶段。

经过几年的改革转型，目前我国纺织业已在连续

两年负增长后重回增长区间。未来，行业仍然要

在产业结构和供给两方面着力，进一步加强产品

创新、提供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继续淘汰落

后产能。

本报北京 7 月 31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辽宁、浙江、河
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已满百
日。从海关总署获悉，海关创新监管制度，支持新型贸易发
展，促进贸易便利化成效初显。

探索油品全产业链投资贸易便利化，是浙江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杭州海关推出的首批 15 项支持
举措中，“跨地区直供”、“港外锚地供油”等5项都与促进油
品贸易便利化息息相关。截至6月30日，保税燃油供油量
43.7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5%，其中跨地区直供 15.9 万
吨，占同期供油总量的36%，成为舟山保税燃油供应中心建
设的一个强劲增长点。

自报自缴通关模式是陕西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后海关
推出的一项新措施。企业根据自己货物的实情申报，自行
完成税费核算和缴纳后货物即可放行，海关之后抽查审
核。杨凌示范区片区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农业自贸试验片
区，西安海关专门制定了杨凌农业高新成果博览会进出境
人员、展览品监管办法，为境外人员和参展商提供通关便
利，提供个性化通关监管服务，支持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和新业态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示范推广。

得益于辽宁自贸区获批挂牌，沈阳综合保税区今年以
来快消品进口增长迅猛。截至目前，共计监管以红酒、啤酒
为主的进口快消品82.74吨，货值达148.86万元，已超过去
年全年的快消品进口量。

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挂牌满百天

贸易便利化成效初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业东方玫瑰社区支行

不慎将机构编码为：B0009S211000137、流水号为：00590769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丢失，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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