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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据新华社信息 截至今年 10 月
底袁33家上市钢企三季报悉数公布袁盈
利达 807.8亿元遥 在钢企迎来春天的时
候袁铁矿石产业也再次传来利好遥近日袁
在野2019年钢铁产业链发展形势高峰论
坛冶上袁大商所工业品事业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袁正在研究推出铁矿石品牌交割
制度袁以进一步增强期货价格的代表性
和稳定性遥

对此袁分析师表示袁铁矿石品牌交
割制度的推行将对中小钢企产生利好袁
尤其是民营钢企遥另外袁分析师预判袁铁
矿石品牌交割制度从论证到实施有一

个时间段袁最早推出也应该在明年 9月
份左右遥

市场呼唤品牌交割制度

野现在的交割是指在某一个时间段
对铁矿石整个品种而言袁一旦实施铁矿
石品牌交割制度之后袁就可以将交割品
划定成为多个交割品牌袁合理反映不同
矿种的差价袁使得期货价格的代表性和
稳定性更加突出遥 冶大商所一位内部人
士表示袁大商所将会与市场方进行方案
的论证袁 尽快推出铁矿石品牌交割制
度袁以此便利境内外企业参与期货交易
和交割遥

事实上袁作为我国首个对外开放的
已上市品种袁铁矿石已经在今年 5月份
引入了境外交易者袁其交易规模以及活
跃度受到境内外市场关注遥 数据显示袁

10月 26日袁铁矿石期货单边成交量尧持
仓量分别为 57.09 万手和 54.84 万手袁
较 9月 25日分别上涨了 85%和 33%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我国的钢铁产量居
世界第一袁但是铁矿石却主要依托外矿
支持袁也就是说依靠进口遥 从过去两个
月的发运量来看袁外矿同比尺度大幅度
下滑袁其中袁力拓发运下调较为明显袁此
举将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外盘铁矿指

数回升袁外矿吨矿收益上升遥
据大商所方面介绍袁 铁矿石期货

品牌交割的整体思路和流程是交易所

公布准入品牌和升贴水(指在确定远期
汇率时袁 是通过对汇率走势的分析确
定其上升还是下跌)曰 卖方申请注册仓
单袁 需保证货物的品牌在准入品牌范
围内袁 且通过合格供应商申请注册仓
单袁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曰买方注销仓单
出库时袁 合格供应商须向货主提供上
述文件曰如对品牌存在异议袁货主可向
交易所提起争议袁 由品牌交割委员会
裁定曰如果裁定品牌为假袁合格供应商
须向货主赔付差额遥

至于在准入品牌及升贴水的设置

上袁 为使交割品满足大部分钢厂需求袁
相关制度将要求袁交割品需限制在钢厂
接受度高的品牌内遥这些主流矿准入品
牌具有品质优尧供应充足尧流动性高的
特点遥 其中袁进口矿主要考虑进口量高
等指标袁国产矿需综合产量和销量等多
个指标遥

野当前铁矿石品牌期货交易基于价
格发现袁 参与者主要以投资机构等为
主袁实体企业参与度并不高袁品牌交割
制度实施之后或许会提升中小民营钢

企的参与度遥 冶一位钢贸商表示袁中小钢
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单一品牌进

行交割曰另外袁品牌交割制度的实施可
能会降低那些投资机构可能参与度袁但
是他们仍有普通合约可以投资遥

国际化助钢企野走出去冶
野去年袁我国铁矿石进口量 10.75亿

吨袁约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 68%遥 与
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的钢铁产量袁去年我
国粗钢总产量超过 8亿吨遥 冶业内人士
表示袁依照这么大的产业量袁我们不管
是在钢铁产业还是在铁矿石产业上袁都
应该有足够的野话语权冶遥

但是袁事实并非如此袁我国钢铁产
业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没有话语权

的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也有待提升遥 至
于铁矿石袁 虽然早已经推出期货品种袁
但是国际化程度不够袁因为在今年 5月
份之前袁 并没有对境外的投资者开放遥
而且铁矿石一直都是处在一个野卖方市
场冶袁也就是说由外矿说了算遥

随着我国去产能政策的不断加大袁
那些落后产能基本已被淘汰袁钢价不断
回暖袁 钢企迎来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时
期遥 业内人士表示袁今年钢铁行业依然
面临严峻的环保考验袁但是并未野一刀

切冶袁 对于环保达标符合要求的钢企允
许冬季生产遥

因此袁在我国钢铁行业稳定趋好的
当下袁力促铁矿石国际化袁有利于钢铁
企业野走出去冶遥作为我国首个引入境外
交易者的已上市期货品种袁铁矿石期货
已经允许国外矿山等机构客户直接参

与中国商品期货市场袁我国铁矿石期货
价格将真正成为全球参与者共同交易

产生的尧具有国际代表性和公信力的价
格袁从而构建起公平尧公正尧透明的国际
铁矿石贸易定价基准遥

事实上袁在铁矿石迈开国际化步子
之前袁已经有钢铁企业在探索野走出去冶
的路径袁河北钢铁集团就是其中一位践
行者遥据了解袁到目前为止袁河北钢铁在
全球五大洲都有投资和合作伙伴袁在 30
多个国家有 70多个项目袁 在 110多个
国家都有战略伙伴和客户袁海外投资总
额突破 70亿元遥 早在 2016年袁河北钢
铁的海外销售总量就占河北钢铁集团

总销售额的将近三分之一遥
野现在应该是钢铁行业一个比较好

的时期袁从长远来看袁有能力布局国际
市场袁那必定会赢得大发展袁即便中小
钢企没有耶走出去爷的打算袁铁矿石品牌
交割制度的实施以及国际化业务平稳

推进袁对于中小钢企也是一种利好遥 冶业
内人士认为袁 随着铁矿石的国际化袁未
来我国一定会从钢铁大国转型升级为

钢铁强国遥

33家上市钢企三季度利润逾 800亿元

我国铁矿石品牌交割制度待出
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前袁从国务院国资委媒体通气会上传出信息袁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进入新阶段袁国有资本和其他各类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尧相互促进尧
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深化遥

目前袁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遥 截至去年底袁国资委监管的中
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袁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 69%袁省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户数占比达到 56%曰去年底袁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 17.62万亿袁其中引入社会
资本形成的少数股东权益 5.87万亿袁占比 33%袁省级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 17.7万
亿袁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超过 4.7万亿袁占比 26.6%遥 在充分竞争领域袁国有企业混合
程度更高袁目前袁商业一类中央企业的混改比例已超过 70%袁中央企业四级及以下
子企业超过 85%实现了混改遥开展混改的省属国有企业中袁商业一类企业占比达到
88%袁二至四级企业占比超过 90%遥 与此同时袁上市公司已成为国有企业混改的重
要载体袁截至去年底袁中央企业约 65%已进入上市公司袁比 2012年底的 54%增长了
11个百分点曰省级国有企业约 40%的资产进入了上市公司遥

此外袁国企混改各项试点梯次展开不断深化袁2014年袁国资委选择中国建材尧
国药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袁截至去年底袁两家集团 70%和 90%的营业收入
都来自混合所有制企业遥据介绍袁目前袁中央企业超过 80%资产已集中在石油石化尧
电力尧军工尧通信尧矿业尧冶金和机械等重要行业袁国有经济结构继续优化遥 国资委
表示袁下一步将紧密结合企业功能定位尧全面结合各项试点袁分类分层尧统筹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袁同时袁将持续发力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袁并完善机
制强化激励袁实现混改企业高质量发展遥

国资委：国企混改进入新阶段

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前袁青海-河南依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正式开工遥 这是
我国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高压输电通道袁预计 2020年建成投运遥

上述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州袁止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袁途经青海尧甘肃尧陕西尧河
南等 4省袁全长 1587千米袁输电电压等级为依800千伏袁输送容量 800万千瓦袁总投
资约 226亿元遥据介绍袁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是完全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
供电袁 是我国发展运用特高压输电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一次重大创
新遥 工程设计年输送电量 400亿千瓦时袁不仅将破解青海新能源消纳难的问题袁也
将有效缓解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盾遥 按青海-河南特高压工程设计年输送
电量 400亿千瓦时计算袁相当于每年替代受端原煤 1800万吨袁减排烟尘 1.4万吨尧
二氧化硫 9万吨尧氮氧化物 9.4万吨尧二氧化碳 2960万吨遥

青海 -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开工

姻据新华社信息 尽管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袁未来我国互联网行业
仍将高速发展遥 这是在日前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与会专家给出的
判断遥
大会发布的叶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曳显示袁截至今年 6月袁我国网民规模

达到 8.02亿袁互联网普及率达 57.7%袁网站数量达 544万个遥专家认为袁技术创新尧
人才红利以及产业边界的拓展袁都将给我国互联网带来新的增长动力袁专家指出
野我们看好七个投资领域袁包括互联网相关的关键技术与设施网络安全袁网络信息
服务袁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以及互联网+各种模式应用遥 冶但专家提醒袁当前
在我国互联网领域依然存在待补的短板袁或阻碍行业发展遥据专家介绍袁中国证监
会正在酝酿多项举措袁为互联网等创新企业成长提供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遥 包括
正迅速落实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要求曰正在评估扩
大 H股全流通试点企业的具体方案袁 以进一步放大 H股市场对企业和企业家的
融资支持作用曰有望于年底推出沪伦通等遥数据显示袁去年我国境内与数字经济密
切相关的网信领域投融资事件达 6000起袁涉及交易金额达到 1万亿元袁分别占到
市场总量的 39%和 29%遥

未来我国互联网行业仍将高速发展

姻据信息资源网 今年三季度袁受益于韩国境内钢铁尧建筑和能源等行业的整
体向好袁浦项集团总销售额为 16.41万亿韩元袁同比增加 9.1%曰营业利润为 1.53万
亿韩元袁同比显著增长 36.0%曰净利润为 1.06万亿韩元袁同比增加 16.7%遥 值得一提
的是袁三季度浦项集团的营业利润为 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袁这也是营业利润连
续五个季度保持在 1万亿韩元以上的水平遥

数据显示袁浦项钢铁公司三季度的销售额为 7.91万亿韩元袁同比增加近 9%曰
受益于钢材销售价格上涨袁原料单价回落和 LNG附加税退税等积极因素袁营业利
润为 1.09万亿韩元袁环比增加 33.2%袁同比增长 51.7%曰营业利润率为 13.8%袁同比
增长 3.9个百分点袁连续四个季度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袁创 2012年以来营业利润
率新高曰净利润为 8911亿韩元袁同比增长 22.1%遥 接下来袁浦项钢铁将致力于确保
财务稳健性袁降低生产成本袁扩大高附加值产品销售袁由此创造更多的效益遥根据今
年经营计划袁浦项集团和浦项钢铁公司的年度销售额目标分别上调至 64.8万亿韩
元和 30.7万亿韩元袁相较年初计划分别提高了 2.9万亿韩元和 1.7万亿韩元遥 浦项
钢铁预计袁今年粗钢产量为 3770万吨袁钢材销量为 3580万吨遥与去年相比袁浦项集
团销售额同比增加 6.7%曰浦项钢铁公司销售额同比增加 7.3%袁粗钢产量同比增加
1.3%袁钢材销量同比增加 3.2%遥

浦项集团三季度营业利润再创新高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期袁 纽柯公司对外宣布袁 将对旗下位于肯塔基州根特
渊Ghent冤的加拉廷钢厂渊Gallatin冤投资 6.5亿美元袁用于提高该厂的薄板产能遥 纽柯
公司表示袁 该投资的目标是将该厂的薄板年产能由目前的 160万短吨提高至 300
万短吨袁 同时使该厂轧机生产的轧卷最大宽度由目前的 64.5英寸提高至 73.0英
寸遥 增加产能之后袁该厂也将相应地增加 70个工作岗位遥

在 6.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袁 纽柯公司将使用 1.76亿美元用于建造热轧带钢
酸洗和连续镀锌生产线袁设计年产能为 50万短吨袁计划于明年上半年投产遥除酸洗
镀锌生产线之外袁纽柯公司还计划在该厂新建一座加热炉遥 相关人士表示袁新建酸
洗镀锌生产线符合纽柯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袁 其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产品主要瞄
准美国中西部市场袁将提高该公司在当地汽车尧农机尧重型设备以及石油天然气用
管行业的市场份额遥

纽柯投资提高加拉廷钢厂薄板产能

宝钢股份补 IC卡名单
候克灵 027597曰钞卫军 149289曰
唐爱泉 045375曰陆 华 022303曰
高 玮 782919曰李 慧 178165曰
王国华 020881曰顾 玲 700540曰
苏 辉 770065曰许轩翔 701980曰
魏轩明 710794曰赵自鹏 711473曰
谢伟秀 025693曰王立昆 354924曰
朱平峰 032731曰吴美洪 711157曰
陈 峰 352328曰王叶奇 710484曰
金文燕 180405曰亓 慧 178609曰
季 刚 178608曰蔡 辉 355055曰
孙 超 700463曰钟玲佳 101059曰
惠林林 711843曰赵显久 711525曰
何建平 007349曰沈振华 080778曰
陈 华 049005曰王正贤 781788曰
赵 婧 185106曰钱伟新 002730曰
杨 峰 080213曰陈豪杰 702212曰
徐建平 350952曰乔嘉鸿 702400曰
闫波涛 710991曰周海忠 354963曰
孙爱兵 630273曰李佳波 080996曰
武 成 782709曰朱志文 350953曰
金业山 149579曰潘永飞 081684曰
王海斌 042535曰顾 昊 049939曰
严耀良 045929曰崔振祥 700354曰
蔡跃杰 081502曰陆 军 038509曰
庄 明 048090曰蔡万春 190825曰
何 磊 702672曰徐俊杰 021799曰
吴 克 149656曰潘崔斌 711599曰
谈卫军 332500曰章立波 711253曰
夏 坤 710722曰张仕明 025304曰
余伟云 040514曰张政国 701902曰
刘 培 178548曰殷之寒 179407曰
赵 软 701631曰孙国强 033574曰
吴亚萍 710914曰高时庄 701795曰
严文罡 330463遥
宝钢股份渊临时冤补 IC卡名单
李相然WX1001035840曰
韩郭钊WX1002217394曰
马传飞WX1002212501曰
李秀葵WX1002218816曰
吴月明WX1002209364曰
张方华WX1002038131曰
江四子WX1002210810曰
冯瑞迎WX1002144631曰
张建华WX1001261785曰
江 东WX1002201968曰
王朝斌WX1002226386曰
张 静WX1001027606曰
张晓勇WX1002228614曰
王子杰WX1002228608曰
韩长宪WX1001011701曰
卓涛红WX1002024496曰
刘富柱WX1001273500曰
岩 保WX1002229588曰
邓 磊WX1002229598遥

遗失
渊宝武 IC卡袁声明作废冤

姻据中国钢铁新闻网 无证排污或

面临史上最为严厉的处罚遥 按照目前正
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曳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叶条例曳)规
定袁 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
位无证排污的处罚以天计算袁 每日罚款
最低 5000元袁最高 5万元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叶条例曳已获生态环境
部部长专题会原则审议通过遥 值得注意
的是袁叶条例曳 法律责任一章的规定有 23
条之多袁从无证排污尧违反排放口规范化
要求等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袁 到逃避监
管尧不配合检查等违法情形袁每一项都有
明确的处罚规定遥

按照叶条例曳要求袁我国将建立野一证
式冶管理模式遥 野落实将排污许可制建设
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袁
作为企业守法尧部门执法尧社会监督的依
据遥 冶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袁叶条例曳衔接整
合相关环境管理制度袁 融合总量控制制
度袁有机衔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袁为环境
保护税征收尧污染物总量考核等工作袁提
供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数据遥 对固定污染
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

制袁实现系统化尧科学化尧法治化尧精细
化尧信息化的野一证式冶管理遥 同时袁实现
固定污染源全覆盖遥

上述负责人说袁叶条例曳以环境质量改
善为核心袁 规定了环境质量不达标地区
要通过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袁 实施更为
严格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袁 依证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袁推动改善环境质量遥 此外袁叶条
例曳要求严格落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遥

依法应当申请排污许可证但未申请或

者申请后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的曰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申请延续
排污许可证曰被依法撤销尧注销尧吊销排污
许可证后仍排放污染物的曰 不予核发排污
许可证的排污单位仍排放污染物的遥 以上
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是无证排法行为袁 对于
这样的行为袁叶条例曳明确规定严厉打击遥

其中袁 对于无证排污行为中的重点
管理排污单位袁按照叶条例曳第 61 条规
定袁 在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排污或停产整治的同时袁 将处以每日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遥 情节严
重的袁叶条例曳要求袁应当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袁责令拆除尧停业尧关闭遥

对于超过许可排放浓度尧 超过许可
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曰 未按照要求防治
无组织排放的曰 侵占尧 损毁或者擅自移
动尧 改变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曰 未按照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的曰 未按照规定进行水污
染物预处理袁 向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
合处理工艺要求的污染物的等可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或 2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遥

对于逃避监管袁其中包括偷排曰以逃
避现场检查为目的临时停产曰 非紧急情
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曰 不正常运行污
染防治设施等遥 叶条例曳提出袁由地方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的同时袁 可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叶条例曳 对材料弄虚
作假行为处罚力度也很大遥 依据叶条例曳袁
排污单位以隐瞒尧提供虚假材料尧欺骗尧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袁
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袁情
节严重的袁吊销排污许可证袁三年内不得
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袁并处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遥

生态环境部院无证排污或面临史上最严厉处罚

日前袁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完成首节钢梁架设袁标志着这座世界最大跨度双层悬索桥袁进入桥面主体结构建设阶段遥
连通武汉三镇中武昌与汉阳的杨泗港长江大桥袁由中铁大桥局承建袁是武汉在建的第十座长江大桥袁也是长江上首座双层

公路大桥遥 大桥主跨达 1700米袁一跨过长江袁创造了双层悬索桥跨度新纪录遥
图为缆载吊机在吊装重达 1000吨的钢梁遥 新华社 供稿

世界最大跨度双层悬索桥启动钢梁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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