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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前袁从中国五矿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袁 中国五矿旗下五矿
资源有限公司所属澳大利亚杜加尔河锌

矿渊Dugald River冤项目近日实现商业化
生产袁选矿处理量目前已达设计产能袁进
入平稳生产运营阶段遥

杜加尔河锌矿是全球已知规模最

大尧品位最高的锌矿之一遥 项目设计年采
选能力 170万吨袁 年产锌 17万吨以上袁
服务年限超过 25 年袁 并生产铅等副产
品袁以产能计为全球前十大锌矿之一遥 作
为五矿资源旗下首个从绿地阶段自主建

成投产的矿业项目袁 杜加尔河锌矿从去
年 11 月建成投产到实现商业化生产用
时不到 6个月袁 展示了中国五矿的国际
矿业开发与运营能力袁 也标志着五矿建
设世界一流的金属矿产企业集团又迈出

重要一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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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聊市场之前袁 我先说一个有
趣的现象袁 股市上对于五月份有一个好
听的别称叫野红五月冶袁表达了股民们对 5
月行情的期盼遥 那么 5月份真像大家说
的那么红火吗钥 翻看资料袁从 1991-2017
年这 27年的统计发现袁历史上 5月份有
14个年份是上涨的袁13个年份是出现下
跌的袁涨跌基本一半一半袁所以红五月并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遥

言归正传袁近日上证指数在保险尧银
行等蓝筹板块的带动下袁 反弹站上了
3100 点以上袁 创业板指数也重回 1850
点袁步入强势区域袁后期仍有望震荡攀
升至 1900点左右遥整体来说目前市场经
过一轮调整后袁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
上袁持续下跌的风险已经得到很大程度
的遏制袁阶段性底部逐渐探明遥 后市随
着行情逐步好转袁市场信心得到进一步
修复袁有望迎来阶段性的反弹行情遥 虽

然指数回升袁不过就此判断大盘翻转还
为时太早袁毕竟成交量未能充分放量不
能过于兴奋遥 总之当前市场整体呈现复
苏之势袁 短期行情走势仍会有反复袁判
断近期大盘指数会转向弱势震荡整理的

走势遥
消息面上 MSCI 公布最新调整袁摩

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袁又称明
晟公司)日前通过官网公布一系列 MSCI
指标的半年度审查结果 袁 其中包括
MSCI中国 A股指数和 MSCI中国股票
指数袁 首批 234 只中国 A 股将被纳入
MSCI 指数体系遥 MSCI 当天还宣布袁6
月 1日起袁 包括 234只中国 A 股在内袁
MSCI 全球基准指数 渊ACWI冤 将新增
351只成分股袁同时将剔除 53只原有成
分股遥

随着 6月 1日 A股正式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时间窗口临近袁 投资者

当前可以关注野入摩冶进入倒计时会给 A
股带来哪些结构性机会遥

从题材板块方面来看袁 受到美国重
启对伊朗的制裁的影响袁 且近期国际原
油持续上涨袁未来或将持续走高袁可以重
点关注相关个股遥

总之由于翻转行情尚未确立袁 在热
点持续性不佳的情况下袁 操作上不易过
分激进袁注意把握节奏袁关注低位补涨股
的机会遥 渊董越冤

以上信息只作为参考袁 不作为投资
依据袁投资有风险袁入市须谨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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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据新华社信息 全国生产粗钢

2.12亿吨袁同比增长 5.4%袁平均日产粗
钢 235.72万吨袁为历史同期最高值噎噎
一季度袁 在去产能进展顺利的背景下袁
钢铁行业却迎来了产量增长遥对这一现
象袁究竟应当怎么看钥

库存高企尧价格走低袁产量增
长过快对市场带来较大压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刘振江

直言袁粗钢产量增长过快给今年市场带
来较大压力遥

压力袁体现在库存高企上遥 根据中
钢协统计袁3 月份袁22 个城市五大品种
钢材社会库存为 1543万吨袁 比去年底
增加约 800万吨袁 增幅远超以往数年袁
警示着企业需加快控产量尧去库存遥

压力袁也反映在价格走势上遥 一季
度袁钢材价格基本呈现了一路下跌的走
势袁比去年底每吨降了 1000多元袁但进
入 4月有所回升遥 一季度袁中钢协会员
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8991.4亿
元袁实现利润总额 569.32亿元遥不过袁比
起去年三尧四季度的市场行情袁钢企利

润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遥
有人会问袁既然钢铁产能去了不少袁

为何产量又创新高呢钥 专家表示袁 一方
面袁产量增加与统计口径变化有关袁不必
过分担心遥

野以往袁非法的耶地条钢爷产量并未包
括在粗钢产量的统计数据中遥 去年我国
清理耶地条钢爷后袁其对应的需求并没有
消失袁 合规钢厂通过增加产量来满足这
部分需求袁反映在统计数据中袁产量就是
增加的遥 冶野我的钢铁网冶 资深分析师认
为袁 实际上粗钢产量并不像统计表现的
那样大幅增长袁甚至可能与去年持平遥

另一方面袁也不可否认袁在行业形
势向好的大环境下袁一些企业仍有扩产
能尧增产量的冲动遥

野去年打击了中频炉袁 降低了钢产
量袁但是不少企业又上了电炉袁电炉产
能在下半年将全面释放袁需高度关注遥 冶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说遥
野随着钢厂经营效益明显好转袁 一些长
期停产的僵尸企业开始复产袁甚至还有
违规产能也在建设和投产遥 冶分析师表
示袁如果对这些现象不及时制止袁行业

有可能再次面临产能过剩遥
展望今年行业形势袁杭钢集团总经

理张利明说袁从总体看袁今年钢铁业供
大于求的态势并没有改变遥 野下半年袁国
内钢铁下游需求增长存在不确定性袁尤
其是房地产调控和基建投资增速放缓袁
可能影响到国内钢铁产品的消费需求遥
此外袁由于贸易摩擦多发袁钢铁出口也
将面临一定压力遥 冶分析师提醒袁钢铁企
业对总体需求和行业形势不要盲目乐

观袁应当谨慎行事遥

去产能与控产量双管齐下袁严
防野地条钢冶死灰复燃尧严禁新增
产能

野2018年袁 钢铁行业要力保平稳运
行袁守住供需基本稳定这个底线遥冶刘振江
认为袁在产能和产量控制上要双管齐下遥

控产量袁关键在于行业自律遥 野不要
因为短时钢价好就盲目扩产袁耶没有合
同不生产袁低于成本不销售袁不给钱不
发货爷的老规矩要守住遥 冶刘振江呼吁袁
大企业尤其要发挥区域市场 野稳定器冶
的作用袁积极维护钢材市场秩序袁避免

恶性竞争遥
控产量袁也会受到外力影响遥 今年袁

有关部门将对野2+26冶城市的重点行业开
展达标排放执法检查袁 钢铁行业首当其
冲遥 日前河北公布今年度全省重点污染
企业名录袁在 2183家企业中跟钢铁相关
的企业接近一成遥 环保压力带来的限产
措施袁也将使产量增长得到一定控制遥

从产能状况看袁目前钢铁业已经走
出严重过剩的泥淖袁 逐步恢复了元气遥
一季度袁钢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回归到
80%左右的合理区间遥与此同时袁压力依
然存在袁 今年我国将再退出粗钢产能
3000万吨左右遥

刘振江认为袁 打好去产能的攻坚
战袁必须态度坚决地严防野地条钢冶死灰
复燃尧严禁新增产能遥

野未来再新上任何钢铁项目袁 都要实
施产能置换袁以严控新增产能实现减量高
质量发展遥 冶工信部原材料司相关人士表
示袁目前钢铁产能过剩呈现出部分地区产
能过大尧产能集中度低尧环境能耗难以承
受等特点袁野下一步袁应将钢铁去产能与优
化区域布局尧产业转型升级等相结合遥 冶

一季度我国粗钢产量创新高

去产能背景下产量咋增了

市场观察

姻据新华社信息 近日袁发改委尧工信部尧财政部尧央行等四部门联合下发叶关
于做好 2018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曳遥 叶通知曳指出袁合理降低融资成本袁提升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遥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遥积
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遥 进一步简化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许可袁完善融资制度安排袁创新融资品种和服务遥

叶通知曳指出袁要持续降低税费负担遥 其中袁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遥 统筹推进增值税改革袁优化调整增值税税率袁落实支持创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
策袁落实对中小微企业尧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袁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遥 叶通
知曳强调袁鼓励金融机构坚持区别对待尧有扶有控原则袁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向和
结构袁在风险可控尧商业可持续原则下袁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升
级的中长期金融支持袁合理安排融资利率尧授信期限和还款方式遥 叶通知曳还指出袁
合理降低用能成本遥 深化电力尧天然气价格改革遥 继续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袁制订
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细则袁推进建立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尧交易电量和交易比例
大幅提升的市场结构及市场体系袁 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遥
持续深入推进输配电价格改革袁开展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和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
输电价格的成本监审和价格审核遥 通过清理规范电网环节收费袁临时性降低输配
电价尧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以及降低政府性基金等措施袁一般工商业电价平
均降低 10%遥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自建分布式能源袁支持新能源发电与用能企业就
近就地进行交易遥 指导地方加强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管遥

四部委联合发文降低融资成本

姻据新华社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今年叶房地产蓝皮书曳袁相关专家
表示袁总体来看今年将成为本轮房地产市场的低点袁房地产市场整体将呈现下行
运行的趋势遥 在供给侧一线和热点的二线城市袁为了缓解库存的危机袁土地供应量
有望进一步增加袁但是限价政策难以放松袁热点城市的供应量将持续偏紧袁在需求
侧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基地不会发生改变袁加上银行信贷收紧也使得购房成本显著
上升袁因此成交规模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袁商品房销售面积受到调控政策和货币
环境的双重影响将出现回调遥 销售的萎缩和融资渠道受阻袁将给房企造成资金上
的压力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企的开工意愿袁新开工增速仍将持续低位运行遥

专家指出袁由于今年楼市调控政策不放松袁需求策各个层面不利因素依然存
在袁加上企业融资受阻袁居民去杠杆开发贷款收紧袁都会对今年开发投资增速产生
负面影响袁预计今年开发投资额仍会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袁上半年有可能有一个
小幅回升的可能袁下半年我们觉得全年应该是继续保正当下跌的趋势袁全年难以
有强力的表现袁受销售回落的影响袁预计今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全年将保持平稳的
回落遥

专家表示袁从不同城市来看袁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袁一线热点和二线城
市有可能会率先探底遥 三四线城市调整明显滞后于一线城市袁由于目前政策相对
宽松袁需求的外溢等因素以及棚改政策尧货币化政策的支持袁三四线城市仍保持一
定的热度遥 随着去库存刺激政策的逐渐退出袁变为紧缩的调控袁预计今年下半年三
四线城市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波较大的回调遥

社科院：预计今年房价保持平稳回落

姻据信息资源网 韩国现代钢铁公司近日发布的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袁该公司
一季度销售额为 4.24万亿韩元袁 同比增加 7.3%袁 环比小幅减少 3.0%曰 营业利润为
2502亿韩元袁同比和环比分别大幅减少 11.6%和 16.3%袁这主要是由于传统需求淡季
引起的钢材销量下滑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涨曰营业利润率为 5.9%袁同比下滑 1.3个百
分点袁环比下滑 0.9个百分点曰净利润为 1443亿韩元袁同比显著下滑 51.9%袁但环比
增长 8.3%曰净利润率为 3.4%袁同比下滑 4.2个百分点袁环比小幅提高 0.4个百分点遥

今年一季度袁随着唐津特钢厂正式投入生产袁加之韩国造船行业厚板需求回
暖袁 现代钢铁公司成品钢材产量为 524万吨袁 同比和环比分别小幅增长 1.9%和
2.7%遥 同期袁现代钢铁公司成品钢材销量为 513万吨袁同比和环比分别减少 1.0%和
5.4%遥一季度袁现代钢铁公司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尧钢材销售量下滑尧运营成本及人
工费用增加以及贷款增加等负面因素影响袁但该公司持续向国际市场扩大汽车用
钢销量袁通过野HCORE冶品牌抢占抗震钢市场袁并对钢材产品进行提价袁从而保持
净利润环比持续增长遥 在板材方面袁由于下游行业需求缓慢复苏袁船用厚板尧热轧
产品销量呈现良好势头袁船用厚板销量从去年四季度的 33万吨小幅增至今年一季
度的 34万吨袁计划于下半年提高售价曰冷轧产品继续扩大对全球汽车厂商供货量袁
开发满足客户需要的新钢种袁冷轧汽车板销量从去年四季度的 12万吨增至今年一
季度的 14万吨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袁随着唐津特钢厂开工率的上升袁操作趋于稳定
化袁今后现代钢铁公司计划继续开发新钢种袁通过扩大高级钢种的比重袁进而提高
长材和线材等主打产品销量遥

现代钢铁一季度经营业绩良好

姻据信息资源网 新船订单量逐步回升袁撤单量也已经降至过去 10年来的最
低水平袁全球手持订单量占现有船队比例降至过去 20年来的最低水平遥 越来越多
是数据显示袁全球新造船市场的前景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朗遥

法国船舶经纪公司 BRS发布数据显示袁 去年全球撤单船舶共计 420万载重
吨袁 远远低于 2016 年的 1290 万载重吨和 2015 年的 1320 万载重吨撤单量袁和
2010年市场衰退后最高水平时的 3860万载重吨相比袁撤单量已经降至过去 10年
来的最低水平遥 除了撤单量的显著减少以外袁去年袁新船订单量也增长了一倍以
上袁达到 3310万载重吨袁同比提高了 169%遥 BRS称袁这一水平与 2008年金融危机
以来的平均水平相似袁只比本世纪初以来的平均水平低 10%遥根据克拉克森数据统
计袁去年全球新船订单 1036艘袁合计 23664038CGT袁与 2016年新签订单 906艘袁
合计 13422824载重吨相比袁艘数和修正总吨分别同比上升 14.35%和 76.30%遥 BRS
的数据显示袁自 2000年以来袁受航运市场萧条和订单量减少的影响袁全球造船产能
已经下滑了 35%袁降至 4500万 CGT曰去年预计造船产能还将减少 300万 CGT遥 与
2000年全球船厂数量多达 1150家的最高水平相比袁目前袁全球活跃船厂数量共计
300家袁相比 2007年的 680家减少了一半以上遥BRS表示袁由于近年来新船订单量
减少袁全球造船业不得不削减产能以适应新的市场状况曰目前袁造船产能的减少以
及有限的订单量正在制约航运市场供给增长袁这也为航运市场复苏提供了基础遥

全球新造船市场前景变明朗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袁 鞍钢股份与
广汽传祺签订战略协议袁这意味着鞍钢股
份正式被纳入广汽传祺全球战略同盟遥 多
年来袁鞍钢股份致力于与广汽传祺牵手合
作袁去年袁鞍钢股份累计供货广汽传祺钢材
9万余吨袁 今年供货量将进一步攀升遥 目
前袁鞍钢超宽汽车外板已成功应用于刚刚
上市的 GM8等明星车型袁 为广汽传祺打
造最强韧的尧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体系作
出贡献遥

鞍钢股份被纳入
广汽传祺全球战略同盟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首钢集团投
资管理信息化系统试点单位上线试运行袁
首钢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遥据悉袁首钢集
团投资管理系统将以 野统筹规划袁 分步实
施冶的原则袁进行全面推广应用袁计划今年
年底在全集团正式运行遥

首钢投资管理系统上线试运行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满载着 1000
吨高等级不锈钢材料的中欧班列 野太钢专
列冶启程发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遥这是太钢
主动对接野一带一路冶袁首次借助中欧班列
与欧洲市场连通遥 此举在大幅降低客户的
资金和时间成本的同时袁 有效提升了太钢
的客户服务能力袁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袁真正
实现了双赢遥

太钢产品首次借助中欧班列赴俄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本钢板材炼
铁厂新一号高炉顺利复风开炉袁 该高炉的
提前复风袁 不仅标志着新一号高炉环保改
造工程按照工期计划提前 37小时竣工袁也
标志着本钢集团今年第一阶段联检圆满结

束遥此次环保改造袁将提高板材炼铁厂新一
号高炉生产运行质量袁 提高除尘风机的粉
尘回收量袁扩大除尘面积尧降低了粉尘流速
袁满足最新版粉尘排放国家标准要求袁为本
钢集团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增添了野砝码冶遥

本钢板材炼铁厂新一号高炉
环保改造工程提前完成

姻据信息资源网 今年以来袁攀钢钒炼
铁厂充分发挥高炉生产为公司经营目标实

现提供保障的野底盘冶作用袁各工序紧紧围
绕高炉生产稳定顺行开展工作袁1至 4月份
累计产生铁 209.6万吨袁 高炉平均利用系
数达到 2.513袁均刷新历史同期最好纪录遥

攀钢钒高炉实现
高效均衡稳定生产

近年来袁中国铁路野走出去冶步伐加快袁从亚洲到非洲尧从欧洲到美洲袁中国轨道交通正绘就全球图谱袁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
编织起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遥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巴萨原内罗毕标轨铁路渊蒙内铁路冤全长约 480千米袁去年 5月 31日通车袁东起肯尼亚东部港口蒙巴
萨袁西至首都内罗毕遥 图为在肯尼亚蒙巴萨袁当地民众在中国承制的蒙内铁路首批内燃机车旁载歌载舞遥 新华社 供稿

中国铁路建设惠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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