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袁河北省张家口市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开发袁有序推进风电尧光伏尧光热和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遥 据冀北张家口供电公司
介绍袁目前该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达到 1203万千瓦袁并网 1098.2万千瓦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的 71%遥

图为河北省张北县境内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光伏发电场遥 新华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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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据中国钢铁新闻网 国家统计局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袁 今年上半年袁随
着结构性去产能持续深化袁全国工业产
能利用率为 76.7%袁比一季度提高 0.2个
百分点袁比上年同期提高 0.3个百分点遥

有关专家表示袁随着去产能的稳步
推进袁落后产能加快退出袁钢铁尧煤炭市
场供需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袁行业运行
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遥

推动化解过剩产能

根据叶政府工作报告曳安排袁今年我
国将再压减钢铁产能 3000 万吨左右袁
退出煤炭产能 1.5亿吨左右袁 淘汰关停
不达标的 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遥 加
大野僵尸企业冶破产清算和重整力度袁做
好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遥

今年 4月份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叶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

知曳袁明确要基本完成野十三五冶期间压
减粗钢产能 1.5亿吨的上限目标任务曰
确保 8亿吨左右煤炭去产能目标实现
三年野大头落地冶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人士

介绍说袁今年以来袁在煤炭领域袁有关部
门督促指导各地系统梳理汇总 2016年
以来野僵尸企业冶的处置情况袁列出名
单尧制定计划尧全面稽查尧上报结果遥 同
时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袁适当提高了南
方地区煤矿产能退出标准袁按照严格执
法关闭一批尧 实施产能置换退出一批尧

通过改造升级少量提升一批 野三个一
批冶的方式袁逐步提升或淘汰退出遥

在钢铁领域袁有关部门推动落实年
度去产能目标任务袁确认了各地上报的
今年压减粗钢产能计划袁通过常态化严
格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袁促使达不到
标准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依

法依规退出袁 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遥
强化巩固去产能成果袁始终保持露头就
打的高压态势袁严禁新增产能袁严防野地
条钢冶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的重
新复产袁严把钢铁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
关袁防止产能野边减边增冶遥

行业效益改善明显

随着化解淘汰过剩产能尧处置野僵
尸企业冶等工作扎实推进袁钢铁和煤炭
的无效和低端供给明显减少袁供给结构
明显改善袁产能利用率回升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袁今年
上半年袁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7%袁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个百分点遥其中袁二
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8%袁比
一季度回升 0.3个百分点遥

分行业看袁二季度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产能利用率为 72.9%袁 比一季度回升
1.7个百分点曰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8.5%袁 比一季度回
升 1.6个百分点遥

随着去产能相关工作的扎实推进袁
煤炭行业供需整体上表现良好遥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表示袁今年上半

年袁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17
亿吨袁同比增长 3.9%曰煤炭净进口 1.44
亿吨袁同比增长 12.6%曰初步测算袁全国
煤炭消费量约 18.9 亿吨袁 同比增长
3.1%袁实现了产需基本平衡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随着煤炭去产能的
推进袁新建煤矿核准和产能置换力度加
大袁一大批大型现代化煤矿也在陆续投
入运营袁 煤炭供给体系的质量稳步提
升袁这也进一步带动了煤炭产业效益持
续改善遥

在钢铁行业袁 随着去产能的推进袁
钢铁行业供需从严重过剩转向相对平

衡袁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逐步恢复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袁今年

6月份袁全国生铁尧粗钢和钢材渊含重复
材冤产量分别为 6588万吨尧8020万吨和
9551万吨曰 全国粗钢平均日产 267.33
万吨袁再创历史新高遥

随着市场供需的好转袁钢铁行业的
价格有所回升袁市场效益有所好转遥 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屈秀丽表示袁今
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稳中向好袁钢铁生
产总体平稳袁优势产能得到释放袁钢材
市场供需总体平衡袁 钢材价格波动运
行袁钢铁行业效益保持增长遥

去产能任务依然艰巨

2016年以来袁各地区尧各有关部门
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和防

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各项工作袁取
得了显著成效袁行业供给质量和效率大

幅提升袁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袁产业
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了积极进展袁
市场竞争秩序得到了有效规范袁长效机
制逐步建立完善遥 不过袁随着去产能进
入攻坚阶段袁需要面对的都是野难啃的
硬骨头冶遥

王显政表示袁综合分析袁目前全国
煤矿产能为每年 40亿吨左右袁 在建和
改扩建煤矿产能为每年 11 亿吨左右
渊其中袁 已形成生产能力的为每年 3亿
吨左右冤袁进口 2.5亿吨左右遥 与全国煤
炭消费数量相比袁煤炭产能过剩态势没
有改变遥

这也意味着袁我国将继续推动煤炭
去产能相关工作遥 野控制煤炭产能无序
扩张袁控制煤炭资源开发节奏袁坚决淘
汰落后产能是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内容袁是煤炭工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遥 冶王显政表示遥

从钢铁行业看袁由于粗钢产能加快
释放袁产量连创历史新高袁可能会影响
国内市场的供需平衡遥 而且袁一边去产
能尧一边增产量的现象袁也可能对钢铁
去产能工作的推进形成一定干扰遥

专家表示袁目前国内钢材社会库存
和企业库存均处于相对低位袁需密切关
注后期钢铁业产能释放的状态袁防止市
场供应压力增长过快遥钢铁行业仍应继
续去产能尧控产量尧稳市场袁优品种尧提
质量尧抓环保和去杠杆尧降成本尧保效
益袁进一步推进钢铁企业的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遥

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

姻据新华社信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

的 叶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曳袁将
重点区域范围从京津冀地区进一步扩大

至长三角和汾渭平原袁对于到 2020年各
项排放物总量控制指标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遥 多个重工业省份已积极响应袁或已
制定省级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袁 或明确
了环保路线图袁并设定了限期治理目标遥

山西省有太原尧阳泉尧长治尧晋城 4个
市融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联防联控袁
同时还有晋中尧临汾尧运城尧吕梁 4市融入
汾渭平原大气联防联控袁在蓝天保卫战中
的作用十分关键遥 近日袁山西省政府印发
了叶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曳袁 明确提出以上述 8个
市为主战场袁 以明显降低 PM2.5浓度为
重点袁 以大幅减少重污染天气为主攻方
向袁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遥

上述文件对于相关行动的时间设置

十分明确袁 要求自今年 10月 1日起袁全
省电力渊燃煤以外冤尧钢铁尧石化尧化工尧有
色渊不含氧化铝冤尧水泥行业现有企业及
在用锅炉执行相应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遥 焦化行业分步实施特别排放
限值改造袁今年 10月 1日前完成 40%的
焦化企业改造袁明年 10月 1日前现有焦
化企业全部完成改造遥 今年 10 月 1 日

前袁11个设区市均要将城市建成区划定
为野禁煤区冶等遥

宁夏回族自治区日前也印发了叶宁夏
回族自治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渊征求意见稿冤曳袁该文件将银川都市圈
列为重点区域范围袁提出今年年底前袁重
点区域所有钢铁尧水泥尧石化尧焦化尧有色
等重点行业全部按照特别排放限值要

求袁 基本完成各类工业污染源超标问题
整治工作遥 在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
级改造方面袁文件要求今年底前袁全自治
区 30万千瓦及以上公用燃煤发电机组尧
10万千瓦及以上自备燃煤发电机组全部
实现超低排放袁其它火电企业渊含自备电
厂冤 全部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遥 2020
年袁全区所有火电机组渊含自备电厂冤全部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遥推动实施钢铁等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袁鼓励粗钢产能 200万吨以
上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改造遥

河南省同样为未来 3 年的蓝天尧碧
水尧净土三大保卫战明确了路线图遥 根据
部署袁河南将重点打好结构调整优化尧工
业企业绿色升级尧柴油货车治理尧城乡扬
尘全面清洁尧 环境质量监控全覆盖等 5
个标志性战役遥 同时袁加快产业尧能源尧运
输三大结构调整袁减少工业尧燃煤尧机动
车三大污染排放袁 完成大气质量改善目

标遥 到 2020年袁河南省优良天数比例要
达到 70%以上袁PM10尧PM2.5平均浓度达
到 95和 58微克/立方米以下遥 野碧水保
卫战冶的目标则是确保到 2020年南水北
调取水水质稳定保持域类袁 省辖市建成
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遥 而通过野净土保卫
战冶袁 力争 3年内实现全省受污染耕地尧
建设用地污染地块两项安全利用率

100%遥
专家表示袁 各地方目前提出的行动

计划与叶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曳
相吻合袁如能实现预设目标袁将有助于整
体环境的改善遥 不过袁有些地区高耗能尧
高排放产业与地方经济捆绑得比较紧

密袁还要关注执行落实情况遥
专家还表示袁目前钢铁尧焦化等多个

产业区域性停产尧限产情况频现袁这只是
短期的应对措施袁 地方政府在环保治理
过程中要切忌野用力过猛冶遥 此外袁不断降
低煤炭使用比例袁 仍是大气污染防治过
程中的重点工作遥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也

建议袁在限产问题上要避免野一刀切冶袁对
于全流程尧 全天候都能达到超低排放要
求的企业袁可以野不停尧不限尧不搬冶遥 同
时袁 要通过产业布局调整来化解重工业
过于密集的问题遥

重工业大省立下环保野军令状冶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期袁 安赛乐米塔尔宣布将投资 1.5亿欧元对比利时根特
厂渊Ghent冤进行环保改造袁加装一套生物燃料生产装置遥该装置主要采用根特厂高
炉排放的含碳废气来生产生物乙醇遥

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发言人表示袁该装置建成并成功投产之后袁将彻底改变高
炉含碳废气的回收再利用模式袁同时生产出来的生物乙醇相对于不可再生的化石
能源渊汽油和煤油等冤来说是一种清洁能源袁可作为汽车燃料袁从而显著降低物流
运输业的碳排放量遥 目前袁安赛乐米塔尔已经与美国 LanzaTech公司达成了长期
合作协议袁后者在生产生物乙醇方面具有领先的技术和专利遥 该公司采用微生物
吸收一氧化碳袁转化为生物乙醇袁其产品可用于生产塑料以及作为汽车燃料遥根特
厂高炉加装的生物乙醇生产装置计划于 2020年中期投入生产袁 投产后每年减排
的二氧化碳数量相当于 10万辆电动汽车减排的二氧化碳数量遥这也是 LanzaTech
公司开发的碳回收技术第一次大规模商用遥

安米对比利时根特厂进行环保改造

姻据信息资源网 据外媒报道袁 印度政府已要求日本和韩国钢厂加大投资力
度袁在印度投资设生产高端汽车钢生产厂遥

印度主要从日本和韩国进口高强度钢遥 然而袁为使印度成为小型汽车的制
造和出口中心袁现代汽车等公司已经加大生产力度袁因此印度国内对汽车钢的
需求日益增加遥 印度钢铁部长表示袁印度政府将鼓励日本和韩国企业在印度投
资建设新项目袁野日本企业可以通过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开展项目袁因为印度正在
成为汽车制造中心袁因此对汽车用钢材的需求将会上升遥 冶据业内机构预言袁印
度将在 2020年从世界第五大汽车生产国一跃成为第三大国遥 该钢铁部长还表
示袁国有企业印度钢铁管理局(Steel Authority of India Ltd)和世界第一大钢企安
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正在就双方在印度投资 10 亿美元建设汽车钢厂的协
议条款进行具体谈判遥 据了解袁京德勒西南钢铁集团(JSW Group)早在数年前就
与日本钢铁工程控股公司(IFE Holdings)进行了技术合作袁该合作项目具备 230
万吨的汽车钢年产能遥

印度鼓励日韩钢企在印度投资建厂

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前袁巴拿马公共工程部宣布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营体成功中标巴拿马运河第四桥项目袁中
标合同价 员源援圆 亿美元遥

巴拿马公共工程部确认袁 中国交建和中国港湾联营体以总分第一获得巴
拿马运河四桥合同袁这是未来几年在巴拿马乃至中美洲最受关注的重点工程袁
也是中资企业在美洲地区中标的最大桥梁单体项目遥 巴拿马运河四桥是一座
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袁其设计长度达到 缘员园 米袁宽度 缘员 米袁高度 苑缘 米袁因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技术难度而成为众多国际知名公司追逐的重要项目遥此前袁中
资企业曾成功中标第三座跨巴拿马运河大桥的设计和监理项目遥 巴拿马运河
三桥是巴拿马运河上大西洋侧的第一座大桥袁 是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斜
拉桥之一遥

中企中标巴拿马跨运河大桥项目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期袁浦项钢铁公司对外宣布袁其力推的澳大利亚罗伊山铁
矿渊Roy Hill冤投资项目已经取得显著的收益遥 该铁矿项目是浦项钢铁具有代表性
的海外原料项目之一袁旨在确保稳定的高品位铁矿石渊品位 61%冤供应遥 浦项钢铁
在该项目持股 12.5%袁澳大利亚汉考克勘探公司渊Hancock Prospecting冤 控股 70%袁
日本丸红公司渊Marubeni冤持股 15%袁中国台湾中钢持股 2.5%遥

罗伊山铁矿的总储量达 23亿吨袁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之一袁2013 年 4 月
开工建设袁此后的 2016 年全年总产量为 2400 万吨袁去年增至 4300 万吨袁直至
今年 4 月袁最终实现年产量 5500 万吨的目标遥 这 5500 万吨的铁矿石年产量相
当于浦项钢铁公司旗下浦项厂和光阳厂一年的铁矿石总需求量遥随着罗伊山铁
矿总产量的不断提高袁浦项钢铁公司铁矿石年均用量的 26%袁即每年 1500 万吨
的铁矿石可实现自给遥罗伊山铁矿的矿床内引入了地质勘探无人机和品位分析
机器人等先进手段袁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袁最大化地提高
盈利能力遥浦项钢铁通过罗伊山铁矿的前期投资袁在未来 30 年的时间里都可以
确保稳定的铁矿石供应袁这将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成本竞争力袁并保证生产操作
的平稳顺行遥

浦项投资澳大利亚铁矿项目获益颇丰

姻据信息资源网 据韩国媒体消息袁 美国私人投资公司 Delos Shipping将在
两家韩国船厂订造共计 12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 渊VLEC冤袁 总价值接近 15亿美
元袁交付后将用于租赁给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遥

据媒体消息称袁Delos 将分别在现代重工和三星重工各下单订造 3+3 艘
93000立方米 VLEC遥 其中袁三星重工的建造合同已经签署袁而现代重工的合同即
将签订遥 这批 VLEC将在 2020年年中起陆续交付袁交付后将长期租赁给浙江卫
星石化袁 用于从美国墨西哥湾岸区运输乙烷至江苏省连云港遥 Delos 希望这批
VLEC全部采用薄膜型设计袁规格完全一致遥

据了解袁中国船厂此次并未参与 Delos的新造船项目袁因为中国船厂无法满
足 Delos对交付时间的要求遥因为 Delos要求新船在 2020年下半年交付袁但中国
船厂从设计到交付至少需要 30个月才能完成船舶建造工作袁 无法满足船东的
条件遥 Delos对交付时间的要求也促使其将这笔 VLEC订单分给两家船厂袁因为
单一船厂无法在同一时间段内交付全部 6艘 VLEC遥据了解袁浙江卫星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尧全球前五大丙烯酸制造商袁是国内第一家以丙烷为原料
形成 C3产业一体化格局的民营上市企业遥 公司集研发尧生产尧销售尧物流于一
体袁涵盖从丙烯尧聚丙烯尧丙烯酸尧高纯度丙烯酸袁到丙烯酸酯尧高分子乳液尧高吸
水性树脂等 10多个大类产品遥

韩国两大船企获美国 VLEC大单

宝钢股份渊临时冤补 IC卡名单
杜明家WX1002201028曰
费四强WX1002208725曰
谭丽君WX1002147838曰
吴齐贤WX1002215948曰
吴 俊WX1002216014曰
郭冬梅WX1002000719曰
张 毅WX1002215837曰
蒋忠俊WX1002216097曰
应久龙WX1002200301曰
张宠良WX1002200303曰
张亚良WX1002200304曰
刘召钊WX1002200311曰
朱团结WX1002202851曰
刘兴中WX1002034943曰
张文涛WX1002219384曰
张圣筛WX1002215901曰
杨益栋WX1002208273曰
赵玉胜WX1002200640曰
胡士江WX1002062021曰
吴恩红WX1001166774曰
孟井生WX1001037105曰
陈绍军WX1001032082曰
罗红旗WX1002208343曰
孙武涛WX1002220789曰
鲜孟琼WX1002031175曰
孙玉庆WX1002216006曰
张津骞WX1002223351曰
尹红满WX1002230577曰
唐 亮WX1002155704曰
全莉萍WX1002210470曰
王学伟WX1002213814曰
刘建强WX1002227164曰
王金章WX1002090185曰
金建荣WX1002057841曰
曹东升WX1001036787曰
高伯秀WX1001290315曰
叶江平WX1001290316曰
姜元忠WX1001290314曰
许 东WX1001290313曰
何爱清WX1002018449曰
张同华WX1001321523曰
董利锋WX1002186990遥
宝钢发展补 IC卡名单

张燕蓉 040785曰沈坚定 720077曰
顾宗蕾 550952曰肖伟佳 550099曰
唐 源 550098曰徐 俊 550488曰
周 燕 550518曰吕彦书 550030曰
陈 龙 500583曰刘 宝 550238曰
顾皆怿 523249曰梁 勇 523467曰
秦玉敏 555207曰顾锦发 507164曰
刘媛媛 524042曰齐胜君 268023遥
宝钢发展渊临时冤补 IC卡名单
奉诗强WX1001693797曰
王汝炎WX1001710810曰
施庆锋WX1101089803遥

遗失
渊宝武 IC卡袁声明作废冤

河北张家口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逾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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