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前11个月行业利润增长36.5%——

有色金属生产前高后稳效益向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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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标准话语权不断提升

197项我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经济日
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的
2017年 11月份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月度
景气指数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
2017 年 11 月份，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
气指数显示为 27.5，较上月回落 0.2 个
百分点，但景气指数仍在“正常”区域较
为平稳地运行。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文献
军表示，2017 年，有色金属工业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行业自律，营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有色金属行业总体呈现
出生产平稳运行、效益持续向好态势。

供需基本实现平衡

2017 年，铝行业去产能首战告捷，
基本实现了供需动态平衡。一方面，有
色金属工业生产呈现前高后稳态势，10
种有色金属冶炼产品产量增幅逐月收
窄，铜、铝材等贴近消费的深加工产品保
持平稳增长。

数据显示，2017 年 1 月份至 10 月
份 ，我 国 10 种 有 色 金 属 产 量 完 成
4521.67 万吨，同比增长 3.44%，但 2017
年以来增幅逐月收窄。其中，氧化铝产
量 完 成 6027.7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4.28%，增幅比 2017 年前 9 个月收窄
2.3 个百分点，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13.1

个百分点；铜加工材产量完成 1635.45
万吨，同比增长 3.32%，增幅比 2017 年
前 9 个月收窄 1.6 个百分点，比 2016 年
同期收窄 14.8个百分点；铝加工材产量
完成 5173.56 万吨，同比增长 8.98%，增
幅比 2017 年前 9 个月减少 0.6 个百分
点，比2016年同期减少3.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清理整顿电解铝违法违
规项目效果进一步显现。记者了解到，
近 5 年来，有色金属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240 万吨，鼓励和引导 566 万吨低竞争
力产能退出市场。2017年，我国更是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启动清理整顿电解铝行
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并利用环境
整治行动，倒逼企业阶段性关停产能，有
效改善了市场供给。

与此同时，有色金属行业骨干企业
从装备水平到工艺控制、管理水平、劳动
生产率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文献
军介绍说，在新兴领域，企业大力开发个
性化需求产品，航空用中厚板、铝车身板
等快速发展，铝空电池、纳米陶瓷铝等新
产品开始从研发走向产业化。此外，“以
铝代钢”“以铝节木”“以铝节铜”促进了
铝消费平稳快速增长，成为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稳定剂。

行业景气度温和放缓

景气监测结果表明，2017 年前 11

个月，有色金属行业运行呈温和放缓态
势。从反映企业景气状况的主要指标来
看，与上年同期相比，生产、销售增长放
缓；行业利润增速继续放缓，但销售利润
率有所提高。数据显示，2017年 1月份
至11月份，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利润增长36.5%。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加
上铜、铝材等市场需求改善，有色金属企
业利润明显增加，企业发展信心和市场
预期得到了提振。

从国际上看，2017 年 11 月份全球
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不断增强，美国经
济持续温和回升和增长，欧洲经济复苏
势头稳健强劲，新兴经济体持续向好；从
国内来看，2017 年 11 月份我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
需求拉动作用显著，新动能对经济的贡
献日趋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
高。数据显示，2017 年 11 月份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8%，比
上一个月上升 0.2个百分点至年内次高
点，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从有色金属产业看，由于全球经济
主要经济体复苏、全球经济稳定性逐渐
提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方面原因，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的基本面表现良
好，主要有色金属产品生产增长平稳，行
业效益持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受供暖季限产、环保

督查等影响，山西、河南等地铝土矿停
产，铝土供应紧张，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2017 年 10 月份，电解铝行业平均完全
成本为15500元/吨，同比增长30%。同
时，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下跌，已跌破大部
分企业成本线。

供给侧改革仍在路上

当前，中国铝消费处于传统消费增速
下降与新兴消费起步的换挡期，主要有色
金属产品供应过剩仍是全球性问题。这
为有色金属行业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王
华俊认为，首先要加快技术创新，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随着产
业规模迅速扩张及环保政策日趋严格，
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保障
的矛盾日益突出，致使有色金属产业发
展压力不断增大。因此，有色金属行业
要坚持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放，加快“要素
配置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产品供给由低
端向高端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
转变”，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的
竞争力，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优化产能结构和空间布局，
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积极稳妥处置

“僵尸企业”，引导做优产业增量，加大对
外开放合作力度，引领传统有色产业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提升研
发设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金融服务、
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水平，最
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

此外，还要加强有色金属新材料的
研究开发和应用。国家应该重视有色金
属材料，特别是有色金属功能材料的发
展，在国家科研计划专项中加大支持力
度，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加强高性能有色
金属材料的创新、开发和应用。同时，
还要加强传统有色金属材料高性能和低
成本化的研究开发工作，为工业生产各
部门提供物美价廉的材料，提高制成品
的性能，扭转高性能材料依赖进口的
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特别是电解铝行业
发展必须要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扩大优
质增量供给，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中
国铝业战略发展部副主任陈学森表示，
新时代背景下，电解铝行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依然是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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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蚂蚁金服旗下支

付宝发布了 2017 年全民账单。

由于这份年度账单来自于对支付

宝 5.2 亿名用户海量行为数据的

计算和分析，通常被视为网络支

付行为的“风向标”。

扫码支付、扫码点菜、扫码

骑车……2017 年成为名副其实

的“扫码年”，从支付宝全民账

单来看，2017 年支付宝平台上

移动支付笔数占比为82%，创下

新高。贵州、山西以92%并列第

一，均创新高。移动支付占比超

过 90%的省份超过 11 个，而前

一年仅有1个。多家市场研究机

构的数据同样显示，2017 年中

国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约为美国

的90倍，领先全球。

随着移动支付的场景几乎涵

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钱包

革命”应运而生；移动支付不可

阻挡地成为主流支付方式之一，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了不带钱

包出门。一个有趣的佐证是：来

自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过去 3

年里电商平台箱包类产品的搜索

量稳步上升，但“钱包”的搜索

量却在 2017 年首次下降，不用

钱包，人们也不买钱包了。

不过，移动支付的普及并不仅仅意味着效率和便利。

上网终端从电脑变成手机，成本大大下降，移动互联网对

操作者的使用技巧要求更低、体验更好，这些都大大降低

了“触网”门槛。这就使移动支付能够有效地填补中西部

省份和偏远地区的“数据鸿沟”。“全民账单”显示，移动

支付占比超过 90%的省份为 11 个，全部位于中西部地

区。欠发达地区移动支付占比更高，表明技术可以帮助这

些地方实现“换道超车”，以移动支付为切口“赶上”数

字经济时代。

另一方面，移动支付所沉淀下来的数据，也在成为新

的“信用资源”，这也为普惠性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更多

可能。截至 2017 年 9 月份，蚂蚁金服已累计为 6537 万名

“三农”用户提供了信用贷款服务，其中包括213.4万家农

村小微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种植养殖户。在城

市，哪怕是烧饼店、蔬菜摊，也能通过移动支付积累下的

流水数据获得贷款。

这些数据资源，还能让社会资源更高效运转。例如，

至 2017年底，芝麻信用已累计为 4150万名用户免押金超

过400亿元。在交通领域，公交公司可以通过乘客上下车

的人流量数据判断是否新增直达公交等，以对公共交通更

精准的设计来提升乘客体验，由此减少私家车出行，改善

城市拥堵状况。

移动支付为未来线下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场景进一步

丰富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钱包革命”只是撬动数字

经济的第一步。

本报讯 记者黄鑫报道：在 2017年 12月 28日举行的
工业和信息化标准工作推进会上，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表示，
标准是实施“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发展重大战略的主要
手段之一。从2015年以来，工信部已累计批准发布行业标
准7264项，推动我国企事业单位牵头开展343项国际标准
制定，2017 年又遴选出首批 106 项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
目，工业通信业标准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不
断提升，标准在促进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修复等方面的
指导、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日益凸显。

标准是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其实质是产业利益的分配
和产业链的分工。当前，以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发展迅速，但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尚未完
成，全球性的技术标准尚在形成中，这是实现我国产业和标
准“换道超越”的良好时机。

罗文强调说，标准已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互换和质量
评判的依据上升为产业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事关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作。

据介绍，工信部组织制定了化工、机械、轻工、兵工民
品、电子、通信等 19 个行业和节能综合利用等 4 个综合性
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并已实施。陆续印发了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智慧家庭、机器人、无人机、锂离子电池、太
阳能光伏、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领域的综合标准化技术体
系或建设指南。

同时，以工业通信业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等为行动
纲领，重点支持了系列产业发展急需、具有创新技术和国际
先进水平的标准制定。2015 年以来，共批准发布 7264 项
行业标准，完善了标准体系。

“下一步要瞄准 3 个重点，就是围绕国际性、先进性和
公益性强化标准工作。”罗文表示，在国际性方面，要加快国
际标准转化工作，确保到2020年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
超过90%；在先进性方面，大力培育发展先进团体标准，鼓
励将创新技术纳入到团体标准中；在公益性方面，扎实做好
强制性国家标准、基础通用标准和重点产品类标准制定，优
化政府标准供给。

目前工业通信业国际标准转化率达 73.4%，转化率不
断提升。中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以
国际标准提案为核心，工信部推动我国企事业单位牵头开
展343项国际标准制定，其中《智慧可持续发展城市总体规
划》等197项我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
国际标准话语权，增强了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陈因介绍说，2018 年，工信部将紧
扣工业基础、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消费品提质升级等重点
任务，不断提高重点和基础公益类行业标准项目比例，优化
完善标准体系结构，提升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供给的质量和
水平，引领和服务两个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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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岸线公司 EUHT 5G 技术
在广州地铁投入商业运行，这标志着由
我国自主研发的 EUHT 5G 技术，已经
克服 5G 技术关键挑战，尤其是在 5G 最
难的超高可靠、超低时延（uRLLC）应用
场景方面，我国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此次 EUHT 5G 技术在广州地铁 14 号
线知识城支线商业应用，解决了车地超
宽带通信的难题，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
现了地铁车厢全车 30 路高清视频的实
时监控，进一步提升了地铁运营安全。

地铁车厢高清视频监控一直是全球

地铁运营的一个难题，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很难在列车高速移
动情况下提供高可靠、低时延的大带宽
通信，车厢视频只能少量地传回地面监
控中心，大部分视频图像只能事中记录、
事后查看，不是真正的视频实时监控。

广州地铁采用了广东新岸线公司研
发、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新一代无线通
信技术，即 EUHT 超高速无线通信技
术。该技术解决了高速移动条件下高可
靠、低时延、大容量的无线通信传输难
题，相当于在地铁车厢和地面之间拉了

一条看不见的光纤，将车厢高清视频监
控连续不断地向地面传输。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下一代无线
通信 5G 技术的主导权，5G 技术研发和
标准化明显加速，竞争日益激烈。5G技
术之所以被誉为一场革命，是因为5G通
信要进入工业生产领域，支持车联网、工
业互联以及高速铁路；它将实现高可靠、
低时延、低重传、大容量的无线通信，从
而支撑无线通信在工业领域全面应用。

新岸线公司突破了5G通信高可靠、
低时延的核心基础技术难题，尤其是在

商业应用领域实现了突破。此前，2017
年 1 月份 EUHT 5G 技术已经实现在京
津城际高铁安装部署，在无线通信技术
应用最困难的高铁环境下，实现了 120
公里全线应用。

本次 EUHT 技术在广州地铁 14 号
线知识城支线成功应用，将推动该技术
在广州地铁全面普及。广州地铁集团公
司正在与新岸线公司积极研究继续发掘
EUHT 技术能力，不仅用它传输视频，
还利用其大容量特性实现地铁乘客Wi-
Fi上网等业务。很快，EUHT在提升乘
客乘车安全性的同时，还将为广大乘客
带来便捷的地铁高速上网服务。未来新
岸线公司将继续在国家支持下，扩大
EUHT 5G 技术在地铁、高铁、智能制
造等领域的应用，并积极向美欧日市场
拓展，为中国引领 5G 标准中高可靠、
低时延车联网技术提供更好支撑。

新岸线公司EUHT 5G技术在广州地铁投入商用

我国突破5G通信超高可靠、超低时延技术难关
本报记者 许红洲

本版编辑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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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价孰高为原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挂牌公告期或另
行公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则选择网络电子竞价或者密封式报价的方式确认最
终受让方。

业务咨询电话：13510718918 帅先生
13509608533 林先生
18603054198 刘先生

项目编号：1001180100005
项目名称：广西利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项目

（包括主债权及为实现主债权而设立的担保措施及其他
保障措施，含股权信托受益权）

转让底价：人民币1,855,948,600.49元
保证金：人民币20,000万元，挂牌截止日17:00前

（以到账为准）
项目简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

所公开挂牌转让广西利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项
目（包括主债权及为实现主债权而设立的担保措施及其
他保障措施，含股权信托受益权）。标的所在地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截至2017年10月30日，债权总额：
2,093,042,441.27 元（其中：本金 1,428,440,720.00
元，利息664,601,721.27元）。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
所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qex.com。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53层。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债权转让挂牌有效期满，只产生一个符

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将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产生两

个（含）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将采取网络竞价

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13509608533 林先生

18603054198 刘先生

项目编号：1001180100006

项目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

对温州志科电子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转让底价：人民币5500万元

保证金：人民币 1500 万元，挂牌截止日 17:00 前

（以到账为准）

项目简介：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

委托我所公开挂牌转让对温州志科电子有限公司享有

的债权。标的所在地在浙江省温州市，截至 2018年 1

月 25 日 ，债 权 总 额 ：10471.614 万 元（其 中 ：本 金

5999.56万元，利息4471.94万元，费用：0.114万元）。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

所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qex.com。地址：深圳市福

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53层。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北京饭店京樽日本料理有限公司

（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110000410000201）经公司董事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负责

人【王泉生】。请债权人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3日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