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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钢企利润明显下滑——

钢铁要走出“增产不增效”怪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钢

企利润明显下滑。这既有外

部环境复杂导致制造成本上

升的因素，也有产能释放过

快的因素。下一步，全行业

要在稳产增产的同时积极探

索兼并重组，推进超低排放

改造，控制生产节奏，走出

“增产不增效”的怪圈——

不断创新机制 加强为民服务

中 医 药 ：得 民 心 产 业 兴
本报记者 祝君壁

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北京举
行 2019 年三季度信息发布会。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钢铁产量和需求均保持一
定增长，但是利润明显下滑，中钢协会员
企业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三成，“增
产不增效”问题需要加以警惕。

前三季度量增价跌

“前三季度，在国家各项稳增长措施
的推动下，各地重大项目纷纷开工，为钢
铁行业创造了较好的市场环境。”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屈秀丽表示，钢铁企
业把握市场机遇，在满足市场需求实现
稳产增产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超低排放
改造，积极探索兼并重组路径，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今 年 以 来 ，钢 铁 产 量 增 势 明 显 。
1 月份至 9 月份，全国粗钢产量为 7.48
亿吨，同比增长 8.4%；生铁产量为 6.12
亿吨，同比增长6.3%；钢材产量（含重复
材）为9.09亿吨，同比增长10.6%。

与 此 同 时 ，钢 材 价 格 有 所 下
降 。 1 月 份 至 9 月 份 ，中国钢材价格
指数（CSPI）综合指数平均为108.58点，
同比下降 7.17 点，降幅为 6.2%。其中，
长材指数平均为 114.61 点，同比下降
5.0%，板材指数平均为 104.81 点，同比
下降7.5%。

制造成本明显上升。今年以来，国
产铁精矿、进口铁矿石、废钢、炼焦煤等
主要原料价格普遍上涨，持续高位运
行。1 月份至 9 月份，主要原料采购成
本与去年同期相比，进口铁矿石上升
31.7%，国产铁精矿上升 21.5%，废钢上
升 8.8%。

“钢铁企业成本上升压力较大。”
屈秀丽分析指出，今年以来受巴西淡水
河谷矿山溃坝和澳大利亚港口飓风影
响，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由年初的
69.03美元/吨上涨到7月份的119.51美

元/吨；加上废钢、焦煤价格上涨以及环
保成本、物流成本上升，钢铁企业成本大
幅度上升，制造成本上升 8%到 10%，致
使大部分企业效益同比下降。

数据显示，1 月份至 9 月份，中钢协
会员企业销售收入 3.18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6%；实现利润总额 1466 亿元，同
比下降 32.0%；销售利润率 4.6%，较上
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

对增产要清醒认识

当前，钢铁业面临的形势较为复
杂，企业承压运行。从产能释放看，按
照 1 月份至 9 月份的日产水平估算，今
年全年我国粗钢产量将达 10 亿吨。根
据最新预测，四季度增幅会有所降低，但
全年粗钢产量也将达到 9.94 亿吨左
右。中钢协提醒，广大钢铁企业要合理
控制生产节奏，保持供需基本平衡。全
行业要对增产保持清醒认识，不能重回
增产不增效怪圈。

从进出口看，1 月份至 9 月份，全国
累计出口钢材 5031万吨，同比减少 267
万吨，下降 5.0%；累计进口钢材 875 万
吨，同比减少 122万吨，下降 12.2%。中
钢协分析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拖累
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
响深远，钢材出口环境将愈发严峻，长期
影响远没有消除。

从需求预测看，据世界钢协（WSA）
10 月份发布的短期预测，2019 年全球
钢铁需求量将增长3.9%，增速比上年回
落 0.7个百分点，预计 2020 年全球钢铁
需求量仅增长1.7%，中国仍将维持增长
但增幅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此外，中钢协表示，环保执法仍需更

加科学合理。目前，部分地区环保已达
标的企业仍然要执行限产政策。为了完
成减煤任务，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钢焦联
合企业将与大高炉配套的合法、合规、环
保达标的大型焦炉退出，所需焦炭从外
省采购，给企业安全稳定生产带来了极
大困难。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是国家支持实
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企业普遍受益，但执
行中企业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钢铁
企业用电属于大工业用电，在执行过程
中含税价保持不变，增值税税率降低造
成电费不含税价不降反升。”屈秀丽说。

立足长远破解困局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下行压力，国家
实施积极的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我国经
济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中钢协党委书记
何文波强调，钢铁行业要在做好最坏打
算的基础上树立信心，增强紧迫感和责
任感，充分抓住目前的机遇期，在发展中
解决存在的问题。除了推进加强行业自
律、做好降本增效等工作外，钢铁业更要
谋长远促发展。

9 月 7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见证
了 15 家钢铁企业共同签署《中国钢铁
企业绿色发展宣言》，这是钢铁行业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起点。“面对全世
界最严格的排放限值要求，按时达到
要求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何文波指

出，要聚焦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瞄准影
响超低排放的技术瓶颈，加大工作和
投入力度，尽早实现全面达标排放。
协会将及时开展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工程效果评估，推动先进环保技术
在钢铁工业生产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应
用和推广；深入分析超低排放改造、实
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了解
企业的新诉求，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政
策建议。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松劲。
据了解，2019年钢铁行业巩固化解钢铁
过剩产能成果专项督查工作已经结束，
有关情况正在汇总研究，并将以此为契
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新增产能、变相扩
张产能的事件，防范任何形式的违规新
增产能。

推进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是大势所
趋。钢铁企业数量过多，集中度一直
处于较低水平，严重影响我国钢铁行
业高质量发展。2018 年，我国前十家
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比仅 35.3%，无法
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和规范经营，与
行业有序发展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差距
很大，也远低于上下游主要行业的集
中度水平。

今年，中国宝武重组马钢，是打造
中国钢铁航母的重要之举。接下来，
钢铁业还要按照企业自愿、优势互补、
协同高效的原则积极推进兼并重组
工作。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

理念及实践经验，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中医药产

业一直致力于创新机制，加强为民服务,近年来通过医共体、一站式服务

等建设，方便群众中医就诊，为中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打下基础——

近日，由外交部指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国驻华系统和
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北京举
行。论坛上，由阿里巴巴集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伊利集
团、溢达集团4家企业牵头，16家企业共同发起了《可持续发
展企业倡议》，表达了中外优秀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郑重承
诺，并呼吁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繁荣、包容、绿色发展。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企业要站在战略高度看待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符合多数企业的共同诉求，各行业
的龙头企业要把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战略，与实际业务紧
密结合。同时，要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激活长板优势，引领
和带动更多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伊利集团正在积极探索和创新与供应商的合作模式，
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今年4月份，发起成立了可
持续发展供应链全球网络，与供应商共同承诺，在采购过程
中履行社会责任，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的采购全过程。”潘
刚说，在营养领域，“伊利2020项目”对全国25个省区130
个市县的贫困地区青少年和儿童进行营养支持和健康教
育。在生态保护领域，伊利集团金典品牌一直聚焦于湿地动
物保护，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共同号召公众参与其中。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表示，要推
动可持续发展，企业要改变先破坏、后修复的发展逻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航运高速发展，吸引了不
少‘热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供需失衡、运力过剩，
一批航运企业相继倒闭，产生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
化完，这样的发展逻辑就是典型的‘先破坏后修复’。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反思的同时加强合作，追求利益共
享、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许立荣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企业还要改变重本土、轻国际的观念，随着全球化程度
不断加深，产业国际布局已经是大势所趋，开展国际布局既
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了解全球各地可持续发展诉求的
有效窗口。

英特尔集团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表示，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持续创新，这就需要企业文化里有
创新思维，有前瞻意识，还要敢于冒险，敢于不断试错。

施耐德集团高级副总裁文森·佩蒂特表示，施耐德在全
世界有 80个智能工厂，智能工厂极大地减少了能源消耗，
提高了生产率。此外，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15年前，施耐
德就推出了施耐德可持续发展指数，每季度发布一次，衡量
施耐德集团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施耐德集团近期也
作出了新的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到2050年将实现
零排放。

工信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
业态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共享制造提出
了两个阶段性目标。

一是，到 2022 年，形成 20 家创新能力强、行业影响大
的共享制造示范平台；推动支持 50项发展前景好、带动作
用强的共享制造示范项目；逐步健全信用、标准等配套体
系，支持共性技术研发，不断夯实数字化发展基础，初步形
成共享制造协同发展生态。二是，到 2025年，共享制造发
展迈上新台阶，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显现，共享制造模式广泛
应用，生态体系趋于完善，资源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成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在全
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共享制造则是共享经济在生产制造领
域的应用创新，是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运用共享理念将分
散、闲置生产资源集聚起来，弹性匹配、动态共享给需求方
的新模式新业态。

据了解，当前，我国在机械加工、电子制造、纺织服装、
科研仪器、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物流仓储等领域已涌现出
一批典型共享制造平台，形成了产能对接、协同生产、共享
工厂等多种新模式新业态，显示出很大的发展活力和潜力。

“但共享制造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共享意愿不
足、发展生态不完善、数字化基础较薄弱等问题，需进一步
加强政策引导，优化发展环境。”工信部产业政策司相关负
责人说。

发展共享制造，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资源的
利用效率，减少闲置产能，扩大有效供给；有利于提高产业
组织柔性和灵活性，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品制
造向服务延伸，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生产与交易成本，促进中小企业专
业化、标准化和品质化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对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相关负责人强调，共享制造要以制
造能力共享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共享为支撑。其
中，制造能力共享主要包括生产设备、专用工具、生产线等
制造资源的共享；创新能力共享主要包括产品设计与开发
能力等智力资源共享，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与实验能力共享
等；服务能力共享主要是围绕物流仓储、产品检测、设备维
护、验货验厂、供应链管理、数据存储与分析等企业普遍存
在的共性服务需求的共享。

为了推进共享制造，上述负责人表示，一要培育共享制
造平台，积极推进平台建设、鼓励平台创新应用、推动平台
演进升级。二是依托产业集群发展共享制造，探索建设共
享工厂、支持发展公共技术中心、积极推动服务能力共享。
三是完善共享制造发展生态，创新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信用
体系建设、优化完善标准体系。四是夯实共享制造发展的
数字化基础，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网络安全保障。

到2022年形成20家示范平台

共享制造赋能推进新业态
本报记者 黄 鑫

企业家代表在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热议——

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出路
本报记者 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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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最近成为中
医药产业热议的话题。先是全国中医
药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随后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也为中医药产业
发 展 以 及 中 医 药 的 传 承 创 新 指 明 了
方向。

目前，我国中医药产业已基本形成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中药农业为基础、中
药工业为主体、中药装备工业为支撑、中
药商业为枢纽的新型产业体系，发展模
式从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产业技
术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
出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和产
品，中药工业产值不断攀升，逐渐成为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市
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究竟应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那
就是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在全国中
医药大会上荣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的国医大师孙光荣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从人民
群众中诞生，在人民群众中生存，靠人民
群众发展，只有夯实基层中医药产业才
能发展。

中医药产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创新
机制，加强为民服务。记者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获悉，为方便群众看中医，针对
群众看病就医的难点、痛点、堵点，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近期在各级各类中医医院

加快推广实施一批优化流程、改善服务
的措施，不断提升患者看中医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今年 7 月下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在医疗
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
知》，要求着力推动县级中医医院在县域
内牵头组建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推
动医共体内服务能力共提、人才梯队共
建、健康服务共管、优质资源共享，促进
中医药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整体提升县
域中医药服务能力。

医共体的全面铺开为中医药产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近年
来，全国各地以基地建设为抓手，以科技
创新为动力，积极打造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主体，以满足中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
展的需要。

9月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医共体建设试点省和
试点县名单。据统计，在山西、浙江两个
试点省和567个试点县域中，共有667个
县域有中医医院，其中牵头组建医共体
的有360个，占比54%。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中医院住院
部 11楼，患者林先生最大的感受就是终

于告别了挤在窗口办理出院的年代。准
备办理出院时，医护人员告诉他，只要手
机开通支付宝、微信等扫描支付功能，就
可通过病区内的自助机结算，发票自助
打印，无需在窗口排队。

“随着医共体的全面铺开，只要患
者在医共体成员单位看病治疗，都可以
享受转诊平台预约、信息共享。”长兴
县中医院院长胡国强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这为老百姓看中医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医共体建设如火如荼，“便民就医导
航”平台也在8月20日正式上线，涉及所
有的中医类医疗机构，覆盖了 31个省份
和 392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818 个名
老中医药专家以及 2352 个重点专科优
势病种的数据信息。

据悉，在全国 96 家省级及以上中医
医院中，已完成“一站式服务”建设的有
76 家医院，占比 79.2%；可提供 3 种以上
预约方式有 92 家医院，占比 95.8%。全
国 31 个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均已成立
中药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部分地区
已经开始组建地市级中药药事管理质
控 中 心 ，开 展 区 域 内 中 药 药 事 质 控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