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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2018年压减退出钢铁产能1000万吨以上，效益实现稳步攀升——

河北今年将全部出清钢铁“僵尸企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作 为 国 内 第 一 钢 铁 大

省，河北的钢铁产能占全国

产能的一半。近年来，河北

省采取了内外结合，标本兼

治的措施推进钢铁产业的调

整改革和转型升级——

今年上半年，河北钢铁行业优势产
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5497.75亿元，同比增长12.22%，占全
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28.49%；利润
完 成 424.2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9.92% ， 占 全 省 工 业 利 润 的
35.47%。业内专家认为，河北钢铁行
业利润水平显著上升与国家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特别是彻底清除“地条钢”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得益于河北钢
铁企业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广泛开展技
术创新，推进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全方位
提升。

河北是全国第一钢铁大省，产量占
全国的一半。由于多年的粗放经营，使
得该地钢铁产业产能过剩，效益低下，资
源环境压力加大等各种矛盾逐步显现，
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解决问题，河北省采取内外结
合、标本兼治的措施推进钢铁产业的调
整改革和转型升级。

从2013年开始，河北实施了压减钢
铁、水泥、煤炭、玻璃产能的“6643”工
程，其中最为关键一项就是要用5年时
间分别压减钢、铁产能 6000 万吨。截

至 2017 年底，全省钢铁冶炼厂点由
148 个减至 87 个，企业由 123 家减至
67家，共压减退出炼钢产能7192万吨、
炼铁产能6508万吨。

近年来，河北向技术创新要质量、要
效益，围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不断加
大产品开发研发力度，使得钢材品种明
显优化。2017年，河北钢铁企业共完成
铁 道 用 钢 材 89.8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3.31%；厚钢板 327 万吨，同比增长
14.97%；电工钢板 143 万吨，同比增长
10.7%。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津西钢
铁在做精做强H形钢、钢板桩两大拳头
产品的基础上，以绿色钢构建筑为切入
点，建立了津西钢结构研发中心，解决钢
结构建筑防火、防漏、防腐、隔音、抗震等
技术难题，向消费者提供绿色钢构建筑
产品，为河北推广钢结构应用发挥重要
作用。

近年来，河北钢铁企业始终把大气
污染防治摆在企业管理运营的头等重要
位置，全省钢铁企业全部做到了达标排
放。其中河钢唐钢、河钢邯钢、敬业钢
铁、普阳钢铁等9家钢铁企业获得工信
部公布的2017年绿色工厂称号。以河

钢集团为例，2017 年投资 30 亿元实施
了26项重点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项目，
全年吨钢综合能耗同比下降3%，吨钢耗
新水同比降低1.6%，吨钢二氧化碳和颗
粒物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 7%和 4.5%，
主要排放指标优于国家钢铁企业清洁生
产一级标准。

2018年，河北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

步伐进一步加快。在产能退出方面，确
定2018年压减退出钢铁产能1000万吨
以上，2019年压减退出1000万吨左右，
2020 年压减退出 2000 万吨左右，到
2020 年底全省钢铁产能控制在 2 亿吨
以内；钢铁企业减少，2018年钢铁“僵尸
企业”全部出清。在产品结构调整方面，
要求到 2020 年，前 15 家企业产能规模
由 2017 年占全省的 58.5%提高到 90%
以上；装备水平大幅提高，除特钢和符合

《铸造用生铁企业认定规范条件》的铸造
高炉外，钢铁行业转炉全部提高到100
吨及以上、高炉全部提高到 1000 立方
米及以上。

通过努力，河北钢铁行业效益稳步
攀升。上半年生产粗钢10970.57万吨、
生铁9947.24万吨、钢材12518.61万吨，
同比产量分别下降了5.05%、10.97%和
1.77%，同比增幅分别比全国产量同比增
幅低11.05、11.47和7.77个百分点。钢
铁产能下降，但经济效益却在稳步攀升，
上半年，全省钢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为7.72%，同比提高3.59个百分点，
其中 6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8.16%；全省钢铁行业吨钢利润为386.76
元，其中 6 月份吨钢利润达 431.17 元。
这进一步表明，河北钢铁产业正在健康
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

本报讯 记者顾阳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截至 8 月中旬，我国已完成
压减粗钢产能2470万吨，完成了全年
3000万吨任务的八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净化了市场环境，
落后产能、低效产能退出以后，钢铁行
业运行明显改善，今年上半年又持续好
转，整个行业供需总体形势趋于合理。
与此同时，粗钢产能利用率也大幅度回
升，基本回归合理区间。

据悉，“十三五”期间我国共计划压减

1亿吨至1.5亿吨粗钢产能。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2016年我国压减了6500万吨以
上粗钢产能，2017年压减了5500万吨以
上粗钢产能，两年已达到1.2亿吨以上，完
成了目标任务的80%以上。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钢铁市场供需
形势的改善，特别是价格回升，部分企
业预期发生了变化，去产能积极性有所
下降，严禁新增产能、防范已化解的过
剩产能复产压力比较大。此外，在去产
能的同时还要把职工安置好、债务处理
好、地方经济转型做好。

今年钢铁去产能目标已完成超八成

京雄高速北京段有望年底开工
新闻回放：近日，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公示了京

雄高速公路北京段的规划方案。今年将推动京雄
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
通过高速公路网将实现从雄安新区出发 60 分钟
到达北京、天津，90分钟到达石家庄。

点评：千年大计，交通先行。京雄高速公路是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确定的构建“四纵三横”区域高
速公路网的重点项目。雄安新区规划明确，将完
善雄安新区与外部连通的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网，
构建“四纵三横”区域高速公路网。过去，京津冀
地区交通规划布局缺乏“一盘棋”意识，存在着“断
头路”现象，阻碍了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雄安
新区建设将有望打破制约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
交通瓶颈，高起点、高标准构建交通大动脉。

我国上市游戏企业达 191 家
新闻回放：8月16日，伽马数据发布的《2018

上市游戏企业竞争力报告》称，截至7月底，中国上
市游戏企业达到191家，较去年年底增加了6家，
这主要与今年多家企业成功赴港上市有关。其
中，A股游戏企业占79%。目前，仍有20余家企业
正在申请上市，其中预计港股上市游戏企业数目
将会进一步提升。

点评：当前，游戏产业发展趋于成熟，在增幅
有限的情况下，市场机会相应减少，只有拥有经
验积累、资金、技术、用户等方面优势的企业才
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进一步获得市场认
可。随着市场增长率放缓，预计今年这种趋势
将继续加强。目前，游戏产业已经形成了腾讯、
网易两大巨头争霸的格局，头部以下的企业日
子并不好过。

今年全国土地流拍超 800 宗
新闻回放：今年以来，在调控压力下，土地市

场明显降温。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土地
流标数量已经超过 800 宗。但同时，开发商拿地
需求依然不减，今年1至7月份，全国经营性用地
的土地成交幅数达到 17839 幅，同比上涨 17%。
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达
26941亿元，同比增长43%，创历史新高。

点评：上半年，全国超过80个县级以上城市发
布了各类型的调控政策200次以上，不少前期出现
明显上涨的一二线城市调控力度空前。由于调控
力度不断加大，减缓了开发商盲目拿地的冲动，过
去那种“地王”频出、地价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的现
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理性的
同时，仍需防止政策放松导致反弹。

按照中央及省市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关要求，为

进一步加强沈阳市属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拓宽外部董事

来源渠道，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沈阳市国资委） 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遴选市属国有企

业外部董事人才库人选。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人数：50名。

二、报名条件和资格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好的职业素养，事业心和

责任感强，能够忠实代表和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

2.具有战略意识和发展眼光，决策判断能力、风险防

范能力、识人用人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强。

3.熟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熟悉国内

外市场和相关行业情况，熟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履

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4.遵规守法，诚信务实，勤勉尽责，履职记录和职业

信誉良好。

5.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能够保证充足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6.具有10年以上企业经营管理或金融、经济、资本运

作、财会、审计、法律、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研究等方面

工作经验或相关专业特长，熟悉装备制造、城市供暖供水

供气、商业仓储物流、轨道交通、建筑、旅游、航空、房

地产和园区运营管理等相关行业或具有担任企业高级经营

管理职务经历的优先。

7.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相关专业职业资

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8.报名人员需征得本人工作单位或上一级主管单位的

同意，符合中央和辽宁省关于兼职的相关规定。

9. 《公司法》 和有关监管机构规定担任董事的其他条

件。

10.现工作单位在辽沈地区的报名人员优先。

三、遴选程序

1.人选报名。可采取组织推荐、个人自荐、中介机构

推荐等方式向沈阳市国资委报名，填写《沈阳市国资委遴

选外部董事人才库人选报名表》，提供相关材料。

2.资格审查。沈阳市国资委对报名人员的基本情况进

行初步审核，主要审核报名人员提供的材料是否符合要

求。资格审查贯穿遴选工作全过程，任何环节审查出不符

合遴选要求或弄虚作假的，即取消遴选资格，由此造成的

一切后果由报名人员自行负责。

3.人选评审。沈阳市国资委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外部董

事人才库人选专家评审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的人选进

行评审，并形成入库人选初步意见。

4.公示。将通过评审的人选在沈阳市国资委网站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入库。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经研究确定后录入外部

董事人才库。

6.选聘。根据市属企业董事会建设情况和专业结构配

备需要，从外部董事人才库中遴选合适人员，履行相关程

序后办理聘用手续，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薪酬待遇。市属

企业外部董事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不超过3年。任期结束

后，经沈阳市国资委考核合格，可以连任，但在同一企业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6年。

7.遴选日常化。在沈阳市国资委网站建立日常化外部

董事人选推荐渠道（“人才遴选”专栏），除本次集中遴选

外，平时也接受自荐和推荐，不定期组织评审，择优录入

外部董事人才库。对入库人才的资格实行动态管理，有效

期原则上为3年，期满后再进行审核，确定是否保留入库资

格。

四、报名时应提交的材料

1.《沈阳市国资委遴选外部董事人才库人选报名表》一

式2份（贴一寸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报名人员工作

单位及负责人填写意见并签字盖章）。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国 （境） 外学历、

学位须附国家教育部门出具的认证材料。

4.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及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反映本人能力水平和工作业绩的文字材料 （1500字

以内，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如出版有论文或专著

的，将论文或专著名称附在材料后。

以上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待评审环节提供，报名时只提

供扫描件或证照电子版即可。

五、报名时间和方式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

2.报名方式：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名表可从沈

阳市国资委网站下载。请报名人员将报名材料电子版发送

至 gzwgbc@163.com （邮件主题标明“×××外部董事人

才遴选”字样），报名日期以邮件发送日为准，逾期报名无

效。

联系电话：（024）31290293

联系人：罗超、桂佳星

附件：沈阳市国资委遴选外部董事人才库人选专业需

求表（可在沈阳市国资委网站www.sygzw.gov.cn下载）

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年8月20日

沈阳市国资委关于公开遴选市属国有企业
外部董事人才库人选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