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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成绩来之不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

大，各产业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迎难而上，扎实推进。从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可以看到，在

新的一年，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仍将是各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请随

着记者走进不同的产业，看一看他们在2019年打算怎么干——

钢铁业：创新驱动 减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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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生

小李收到了2018年全国第500亿件

包裹。“十三五”以来，快递业以每年

100亿件的增幅高速增长。业内专家

普遍预计，下一个500亿件包裹也许

只是8个月或者半年的量。这绝不

夸张。根据以往经验，“双11”的峰值

不久后就会成为常态。2018年“双

11”，仅天猫就产生了10亿件包裹，相

当于2006年全年快递业务量。

不过，在自豪的同时，也要想一

想，下一个 500 亿件包裹该怎么

送？由谁来送？

随着人力成本上升，快递小哥

的工资已成为快递企业不能承受之

“重”。目前，有的地方快递员包吃

住、补贴话费交通的月薪起步价高

达8000元，再考虑运输、纸张、物料

等项成本，快递企业压力山大。

另一方面，未来的快递需要更

快、更智能。随着社区电商发展，

“网上下单楼下发货”的门店发货模

式已经将派送速度提升至 30 分钟

甚至更快。这表面上是在考验速

度，实际上是对交易电子化、物流智

能化的全新再造。再加上跨境电商

兴起，国际包裹量增长迅猛，对管理部门和快递企业的信息

化提出了更高挑战。

进入 500 亿件包裹的新阶段，必须要像建高铁路网一

样建设智能物流骨干网，把所有物流要素连接起来，发挥协

同效应。目前，中国快递物流业已经形成了“1+8+N”的网

络协同格局，菜鸟等物流骨干网平台、中国邮政和“四通一

达”等快递公司，加上众多落地配、即时物流和仓储企业，形

成了一个丰富的生态。

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发布的《国家物流

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中，也将物流枢纽建设升级为一项国

家战略，鼓励企业共同推进。

未来，中国快递业想要支撑千亿件的派送量，必须继续

扩展、强化这张物流协同网络，吸引更多企业加入，打通更

多节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国24小时、全球72小时必

达的愿景。

与此同时，要想顺利送达下一个500亿件包裹，技术支

撑同样重要。例如，许多快递小哥每天要打上百个电话，为

此，有时不得不边骑车边打电话，既不方便又很危险。随着

单量剧增，快递员为每位消费者的服务时间显著减少，经常

会代签收。有些物流平台研发了语音助手，用人工智能提前

打电话与消费者沟通派件时间，并将消费者反馈推送到快递

员手持终端，极大节约了沟通成本，提升了收件人的满意度。

从语音助手到扫脸开柜，从电子面单到智能分单，从秒

级通关到机器人仓，从物流天眼到无人驾驶——物流骨干

网技术升级保障了快递业在 500亿件的体量下平稳运行，

基本告别了“爆仓”，但要迎接下一个500亿件乃至1000亿

件，物流各环节还需要不断突破新技术，用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以及更多“黑科技”赋能快递小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的释
放,2018 年钢铁行业稳中向好，质量和
效益继续提升，行业利润率已恢复至整
体工业水平，脱困发展成绩喜人。

2019 年,面对压力和挑战，钢铁业
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着
力提质增效升级，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钢价合理效益改善

2018 年是钢铁业扬眉吐气的一年，
整体运行之平稳为多年来少有，效益大
幅增长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2018 年，依靠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和
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下游行业钢
材消费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促进了我
国钢材整体消费量较快增长。

受市场行情驱动，钢铁企业开足马
力生产，我国钢材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2018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我国累计粗
钢产量为 8.57 亿吨，同比增长 6.7%，月
度粗钢产量较 2017 年均有显著提高，
平均日产粗钢量达 256.7 万吨。2018
年全年，我国粗钢产量预计将达 9.23
亿吨。

由于供需衔接较好，钢价基本稳定
在合理区间，钢铁业效益进一步改善。
同时，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偿债能
力明显提升。

近年来，钢铁业脱困发展的轨迹，恰
恰与国家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高
度吻合。

有关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1.5亿
吨钢铁去产能上限目标有望在 2018 年
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我国查处了
700多家涉及地条钢的企业，约 1.4亿吨
产能被出清。2018 年 1 月份至 9 月份，
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为 78.1%，高于全
国工业平均水平。

化解产能压力犹存

中钢协党委书记、秘书长刘振江指
出，中国钢铁工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决心
之大、力度之大、数量之多在世界上绝无
仅有，坚决清除“地条钢”基本解决了产
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优化了产能结构和
市场环境，达到了优胜劣汰的目的，这是
钢铁行业最重要的战略性调整。

展望 2019年，钢铁业面临的形势更
为复杂，情况不及2018年乐观。

“2019 年预计我国钢材需求总量小
幅下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
创表示，2019 年我国经济发展将保持相
对平稳增长态势。根据预测，2019 年我
国钢材需求量为8亿吨，同比下降2.4%；
粗钢产量为9亿吨，同比下降2.5%。

钢铁业运行稳中有变，出现了一些
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随着钢铁企业

效益好转，新增产能、“地条钢”死灰复
燃。从有关抽查情况和近期收到举报情
况看，杜绝钢铁产能违法违规行为、巩固
化解过剩产能成果依然面临很大压力。

“在钢铁业内部，虽然钢铁去产能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一些深层次的
行业矛盾、问题和乱象仍未解决。”中物
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建中表
示 ，2018 年 11 月 份 钢 铁 行 业 PMI 为
45.2%，环比下降6.9个百分点，充分说明
当前行业形势复杂多变，钢铁产量和钢
材价格持续增长缺乏有效支撑。

高端取胜绿色发展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坚定不移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业要巩固来之
不易的去产能成果，把握时机加速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满足国民
经济和下游行业转型升级需求中实现自

身高质量发展。
李新创表示，为做好下一步工作，日

前在北京召开的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专项抽查工作会
议明确要求，各地区务必切实将巩固化
解过剩产能成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防
止钢铁产能边减边增。

面对减量发展的大趋势，钢铁业不
仅要摆脱粗放增长的惯性，坚持去产能、
控产量，更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实现
创新驱动以质取胜。王建中认为，在钢
铁行业从规模供应为主转变为需求导向
为主之际，钢铁业首先要转变发展思路，
积极开发符合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的高
端、高附加值钢材新产品新服务，加快促
进钢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态势。

为赢得新商机，一批钢铁企业持续提
品质、扩品种、创品牌，着力上高端、做精
品。宝武集团研发应用了世界口径最大、
管 壁 最 厚 、钢 级 最 高 的 高 强 管 线 钢 ，
B20R065 牌号取向硅钢产品平均损耗、
磁感等主要性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宝钢
特钢生产的最大直径达 600mm 大飞机
起落架用300M超高强度钢，突破了大飞
机关键零部件上的技术封锁；河钢集团开
发的热水器用抗菌彩板、创新V纹贴膜彩
板等引领着家电用高端彩涂板市场。

此外，为实现新发展，钢铁行业还必
须啃下全面实施超低排放这块“硬骨
头”。中钢协强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要求钢铁生产更加绿色低碳环
保，达不到最低排放限制要求的钢铁企
业环保短板必须补齐。

事实上，随着钢铁企业效益明显提
升，已有足够资金实施环保设备及工艺
改造、升级。“现阶段是钢铁业实施超低
排放改造、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最
佳时机。”李新创表示，在新的形势下，只
有环保精益求精，才能为企业生存和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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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2019年的《经

济日报》读者有奖调查问卷活动又同

大家见面了。我们诚挚邀请您的参

与，为我们进一步办好《经济日报》建

言献策。

参与方式：

1.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答卷。

欢迎下载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或关注

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

2.登录中国经济网（www.ce.cn）参

与答卷，并提交。

奖项设置及奖励办法：

为感谢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此项活

动，我们将从所有有效问卷中抽出一、

二、三等奖及纪念奖。抽奖结果将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和经济日报

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上公布。

一等奖 10 名，各奖 1000 元现金；

二等奖 15名，各奖 800元现金；三等奖

20名，各奖500元现金；纪念奖500名，

各获纪念品一份。

活动说明：

1.问卷调查表将同时在中国经济

网、经济日报客户端、经济日报微信公

众号（订阅号、服务号）以及经济日报

微博上发布。

2.请您按照题目要求在表格里真

实勾选或填写。

3. 问卷上个人信息我们将严格

保密。

4.本活动解释权为经济日报社。

读 者 问 卷 调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