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超大型集装箱货轮野中远海运双鱼座冶轮在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后于日前抵达欧洲袁停靠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袁这是此
货轮今年 1月 15日交付以来首次航行遥
图为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拍摄的野中远海运双鱼座冶轮遥 新华社 供稿

行业动态

船舶工业

宏观经济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由宁波钢铁
有限公司研发的 1号转炉一次风机变频器
管家系统完成调试并正式投入使用袁 成功
实现了变频器全生命周期的 野数字化+大
数据+智能分析冶管理技术改造遥 该项目是
宁钢炼钢厂 叶智能制造三年规划方案曳中
的主要项目之一遥 此项系统投用后袁有效
改善了现场作业环境袁降低了职工的劳动
强度袁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袁标志着宁钢
炼钢厂智能制造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遥

宁钢炼钢智能制造水平
再上新台阶

汽车天地

全球钢铁

姻据中国钢铁新闻网 近日袁 国家
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袁去年钢铁行业
实现利润 4704 亿元 袁 比上年增长
39.3%遥 钢铁行业效益大增引发各方广
泛关注遥
去年是钢铁行业实现稳中向好发

展的一年袁突出体现在市场环境明显改
善尧优势产能充分发挥尧企业效益明显
改善上遥
数据显示袁 去年 1-12月袁 全国生

铁尧 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77105 万
吨尧92826万吨和 110552万吨袁 分别同
比增长 3%尧6.6%和 8.5%遥

野去年钢铁需求基本稳定袁 基本达
到产需平衡遥 冶中钢协 2018年轮值会长
于勇指出袁钢铁生产的持续增长袁既有
填补去除野地条钢冶后腾出的市场空间
的因素袁也有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以及产
能过快释放的因素遥

钢材价格保持相对稳定袁为此观点
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遥 去年前 10 个月袁
CSPI渊中国钢材价格平均指数冤基本在
110点-120点之间波动遥 进入 11份以
后袁 钢材价格出现了快速下滑袁12月份
又有所回升遥 从全年情况看袁去年 CSPI

指数 114.75点袁同比上升 7.01点遥
由于市场形势较好袁钢企生产热火

朝天袁行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遥 去年 1-
12月袁中钢协会员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46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14.67%曰实现销
售收入 4.11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13.04%曰
盈利 2862.72 亿元 袁 同比大幅增长
41.12%曰资产负债率 65.02%袁同比下降
2.63个百分点遥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袁去年钢铁行
业盈利状况明显改善袁主要得益于国家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遥产能严重
过剩是影响钢铁业健康发展的最突出

矛盾遥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
者袁 钢铁行业持续深化去产能工作袁去
年超额完成 3000 万吨年度目标任务袁
并提前两年完成钢铁去产能 野十三五冶
规划 1.5亿吨上限目标遥

在化解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

过程中袁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袁付出
了艰辛的努力遥仅从工信部原材料工业
司公布的部分举措看袁去年袁对野地条
钢冶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袁畅通举
报渠道袁发现一起尧查处一起尧通报一
起袁强化负面警示作用袁严防野地条钢冶

死灰复燃曰 以产能置换为工作抓手袁严
禁新增钢铁产能遥 制定出台了叶钢铁行
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曳袁明确提出野1个
必须+6个不得冶 清单化管理的工作要
求袁指导地方和企业正确认识和开展产
能置换工作曰创新方式方法袁注重探索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尧卫星红外监测技术
以及电量异常排查等手段袁主动发现违
法违规行为遥 通过督查督办和现场核
查袁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新增产能的典
型案例遥

尽管钢铁去产能成绩巨大袁行业效
益回升袁但钢铁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依然任重道远遥 目前袁钢铁业产能
结构仍然存在问题袁受利益驱动违规新
增产能的冲动仍然存在袁野地条钢冶死灰
复燃的苗头仍然需要警惕袁合规企业产
能释放过快的压力依然存在遥 与此同
时袁环保短板尧布局不合理尧创新能力不
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行业发展遥

中钢协强调袁 今年钢铁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要从化解过剩产

能转向防范已化解产能复产袁严防野地条
钢冶死灰复燃袁严禁新增产能等方面曰主
攻方向要从产能总量调整转向现有产能

结构优化尧布局调整和兼并重组遥
据悉袁在不断巩固去产能成果的同

时袁钢铁业将更加积极地去杠杆袁努力
化解资金风险遥中钢协提出钢铁行业用
3原5 年的时间将资产负债率降到 60%
以下袁而目前还有一些钢铁企业资产负
债率高于 60%遥 因此袁要充分利用效益
改善的有利时机袁在今年多措并举去杠
杆遥

从更深层次看袁钢铁业只有切实把
工作重心转到提质增效升级上来袁才能
实现行稳致远遥 有业内人士直言袁如果
不转变过去依靠规模扩张尧高产超产的
思路袁行业仍有可能回到供大于求的老
路上去袁效益好也很难持久遥

野钢铁行业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
基础行业袁应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冶于
勇指出袁去年袁由协会组织行业共同完
成的叶中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战略和路
径曳研究报告袁提出了我国钢铁工业转
型升级战略以及实现的主要路径袁广大
企业要结合自身特点袁研究自身转型升
级的战略和路径遥 而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袁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是我国钢铁行业
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一招遥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钢铁行业效益大增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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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今日关注

姻据新华社信息 国有上市公司野扭
亏冶步伐正在加快遥 据了解袁国资委正在
拟定相关政策袁强化上市公司管控袁价值
创造能力有效提升袁 下一步将进一步完
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制度体系袁加
大亏损上市公司治理力度遥

按照国资委的安排袁 去年专门就加
强央企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发力袁 以期增
加股东回报遥 根据国资委数据统计袁目前
中央企业控股境内上市公司 290 户袁市
值达到 11.1万亿元遥 而且针对亏损上市
公司的专项治理已见成效袁 来自国资委
的最新数据显示袁23户上市公司去年前
三季度整体同比减亏 91%袁其中 11户扭
亏为盈遥

随着兼并重组和整体上市的步伐加

快袁 央企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实现公有制
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平台遥 国资委
副主任翁杰明指出袁 央企改制上市逐步
成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的重要途径遥
中央企业不同层面通过分拆上市尧 主业
上市尧 整体上市等多种方式改制为上市
公司袁成为股权多元化企业遥

他表示袁 央企近九成利润来自上市
公司遥 截至去年上半年袁中央企业控股的
境内外上市公司共有 398户袁有 65.2%的
总资产和 61.7%的净资产已经进入上市
公司袁有 61.2%的营业收入和 87.6%的利
润总额来自于上市公司遥 比如上市公司

中国联通通过股票市场的增发引入了中

国人寿尧腾讯尧百度尧京东尧阿里尧苏宁尧结
构调整基金等战略投资者袁 引入资本超
过 600亿元遥 中国重工尧国药控股等分别
通过增发尧配股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袁优
化股权结构袁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集中了
央企较高质量的资产尧较大比重的业务袁
对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举足轻重遥

翁杰明说袁有 36家央企上市公司连
续三年分红袁中国石油尧中国石化位居已
分红 A股企业第一和第二袁 中国石化累
计三年分红 1088亿元遥 央企控股上市公
司加大分红力度袁 表明了中央企业上市
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尧 可持续盈利能力的
提升遥

但是袁 央企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依然
有较大调整空间遥 一位业内专家坦言袁
从市场角度看袁 很多央企盘子都不算
小袁但与其他企业横向比较袁市值总体
表现并不是特别突出遥 究其原因袁一是
与既往整体上市的操作有一定关联曰二
是部分央企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机制

改革还需深推遥 比如投资决策相关的机
制不够灵活袁存在限制袁而且部分境内
央企上市公司对高管及经营层的激励

机制有待调整袁这些都会对央企市值管
理产生影响遥
去年以来袁国资委会同财政部尧证监

会出台 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

法曳袁完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制度体
系遥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在提到今年
的工作重点时袁特别强调袁要重视上市公
司管控力度袁 特别要进一步提升价值创
造能力遥 按照国资委要求袁未来应以提升
内在价值为核心的市值管理理念袁 依托
上市公司平台整合优质资产袁 盘活存量
股份袁抓好亏损上市公司专项治理袁不断
提升价值创造能力遥

强化信息披露袁 加强与投资者的沟
通交流袁坚持规范运作袁争做优秀的上
市公司袁不断增强市场认同尧提振投资
信心遥

专家表示袁 随着国资委明确提出将
央企上市公司治理作为今年主要工作之

一袁 未来央企上市公司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市值管理制度已迫在眉睫遥 一是对
央企上市公司的市值考核指标袁 要与现
有的央企考核指标结合起来袁 在此基础
上袁更加注重对公司盈利能力的考核遥 二
是需要明确袁 市值管理是追求公司价值
最大化袁不一定是股价的最大化遥 上市公
司股价受经济周期尧信贷周期尧股市周期
等诸多因素影响袁 因此对市值管理的考
核指标要设置多个维度遥 可以预计袁未来
应该会有更多优质资产通过重组并入央

企上市公司袁 更多社会资金会通过混改
进入央企上市公司袁 央企上市公司的盈
利水平有望提升遥

国资委完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

姻据信息资源网 去年袁浦项集团销售额为 64.98万亿韩元袁同比增加 7.1%曰
营业利润为 5.54万亿韩元袁同比大幅增加 19.9%曰但是受资产损失增加的负面影响袁
净利润降至 1.89万亿韩元袁同比显著缩水 36.4%遥 浦项集团销售额自 2017年重新突
破 60万亿韩元以来袁去年也顺利达到了这一水平袁而营业利润则是自 2011年以来
首次回升至 5万亿韩元以上遥即便是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袁下游用钢行业需求放缓袁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袁在如此不利的经营环境下袁浦项集团通过扩大高附加值钢材产品
的销量袁加之集团下属公司业绩改善袁其营业利润连续六个季度突破 1万亿韩元遥

去年袁 浦项钢铁公司销售额和营业利润分别为 30.66万亿韩元和 3.81万亿韩
元袁 同比分别增加 7.4%和 31.2%曰 营业利润增加主要得益于成品材价格上涨以及
产尧销量同步增加遥净利润为 1.07万亿韩元袁同比减少 57.9%袁这主要是由于研发设
备等有形和无形资产折损 9111亿韩元袁从属/相关方股份折损 7841亿韩元袁有价
证券处分收益减少 4224亿韩元袁企业所得税增加 2614亿韩元遥 另外袁浦项钢铁负
债率为 19.6%袁同比增加 2.7个百分点遥

在中期经营战略中袁浦项集团公布了 2021年 78万亿韩元的销售总目标袁负债率
降至 65%袁债务对 EBITDA比率为 2.6遥去年最终形成了钢铁尧非钢和新成长等三大业
务板块袁 按照合计销售额 103万亿韩元的标准袁 各自的销售比重分别为 49%尧50%和
1%袁预计到 2021年合计销售额为 123万亿韩元袁各业务比重调整为 44%尧53%和 3%遥
浦项集团今年销售额目标定为 6.63万亿韩元袁 粗钢产量和成品材销量目标分别为
3750万吨和 3570万吨遥 随着钢铁业务实力的不断增强袁加之集中扶植新成长业务的
政策袁投资费用渊包含预备金冤预计为 6.1万亿韩元袁比 2018年增加了 3.4万亿韩元遥

浦项集团营业利润重返 5万亿韩元

姻据信息资源网 美国钢铁公司下属的 Kosice子公司渊USSK冤将在斯洛伐克
Kosice市投资新建一条产线来生产更多的电工钢遥 该公司将投资 1.3亿美元建造
一条新产线来生产无取向电工钢遥 据外媒报道袁该产线年产能预计约为 10万吨遥

USSK公司相关人士透露袁该产线将于今年中期开始建造袁预期于 2020年末
投产遥USSK负责人表示袁斯洛伐克是重要的欧洲钢铁市场之一袁USSK希望籍此成
为全球领先的钢铁产品供应商遥他补充说袁这条新产线将主要生产高品质的先进电
工钢板袁这些钢板可用于电动汽车和电力制造设备遥

美国钢铁计划在斯洛伐克建电工钢产线

姻据新华社信息 北京近日发布 叶加快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打
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行动计划渊2019年要2021年冤曳袁力争到 2035年左右袁把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遥

据介绍袁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两侧袁是在首钢搬迁
停产基础上袁为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划定的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袁总面积为 22.3平
方公里遥 行动计划将打造城市复兴新地标与冬奥会筹办尧老工业区有机更新尧绿色
高端发展紧密结合袁坚持减量发展袁严控建设规模和人口规模袁推广绿色智能新技
术袁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袁努力实现多约束条件下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文化复兴尧产
业复兴尧生态复兴尧活力复兴遥根据行动计划袁到 2021年袁北京将以服务保障冬奥会
为契机袁高质量完成首钢北区尧东南区建设任务袁力争南区开发的基础性工作全部
完成遥到 2035年左右袁努力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遥

北京发布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

姻据信息资源网 在三星重工退出收购竞争之后袁现代重工收购大宇造船的交
易已经基本确定袁两家全球最大造船集团的合并将出现一家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20%
的野巨无霸冶船企遥 不过袁这两家船厂的合并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袁除了来自各国监管
部门的反垄断审查之外袁船厂工人日益高涨的反对声也将给合并带来了重重阻碍遥

日前袁大宇造船主要债权人韩国产业银行渊KDB冤宣布袁现代重工将收购大宇
造船袁韩国产业银行将在 3月初与现代重工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遥作为大宇造船的
主要股东袁韩国产业银行拥有大宇造船 55.7%的股份遥 现代重工收购大宇造船的交
易价值预计将超过 2万亿韩元渊约合 17.8亿美元冤袁有望成为韩国造船业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收购遥 按照之前的协议袁韩国产业银行将把其持有的大宇造船股份交
给现代重工袁并购买现代重工价值 1.5万亿韩元渊约合 13.5亿美元冤的股票遥韩国产
业银行还考虑向大宇造船提供 1万亿韩元渊约合 8.99亿美元冤的财政援助遥作为交
换袁现代重工将拆分为两个实体袁其中一个将在市场上市袁现代重工还将向韩国产
业银行出售其股票遥

现代重工和大宇造船的合并让韩国造船业从目前的三巨头模式转变为两巨

头袁即现代重工集团和三星重工袁同时也将成为全球造船业真正的野巨无霸冶遥 根据
克拉克森的数据袁 在合并以后袁 两家船厂总体手持订单量将达到 365艘尧1700万
CGT袁占全球总手持订单量的五分之一以上袁市场份额高达 21.2%遥 合并后手持订
单量远远高于手持订单量排名全球第二的今治造船渊166艘尧525万 CGT冤遥

全球最大的两家船厂确定合并

姻据信息资源网 据日本媒体报道袁 主要汽车巨头去年全球销量近日全部出
炉遥日产汽车尧法国巨头雷诺和三菱汽车的企业联盟销量比上年增加 1.4%袁达到创
新高的 1075.69万辆袁连续两年保持第二排名遥销量榜首连续三年由德国大众汽车
(VW)占据袁丰田汽车列第三遥

日产在主力市场北美销量不佳袁低于上年水平遥 在日本袁以微型车为主的销售
虽有所增加袁但却曝出篡改燃效测试数据等检查违规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三菱汽车在
东南亚销量大涨袁雷诺在俄罗斯和巴西也销势良好袁均超过上年袁为联盟销量增加
做出贡献遥 包括大发工业和日野汽车在内的丰田集团销量比上年增加 2.0%袁达到
创新高的 1059.4万辆遥 大众在俄罗斯和南美等地销势良好袁增加 0.9%至 1083.4万
辆遥 2月公布数据的美国通用汽车(GM)销量预计低于丰田遥日本厂家方面袁铃木销
量增加 5.5%至 333.50万辆袁 马自达增加 1.9%至 161.44万辆袁 斯巴鲁增加 0.3%至
106.29万辆袁均创历史新高遥

日产雷诺联盟去年全球销量创新高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由鞍钢供货
的超低温韧性海工钢在烟台造船厂进行

加工袁这些钢板将组装成全球最大最先进
的深海养殖工船遥 据了解袁建造中的这艘
养殖工船代表着该领域最高水平袁所需的
3.5万吨钢板由鞍钢供应袁 其中有 1000吨
超低温韧性海工钢将用于船体关键部位遥

鞍钢供货全球最大深海养殖工船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袁 河北钢铁集
团重大项目设备用钢国产化再获新突破袁
研发的核电用调质高强钢 SA517GrF袁将应
用于大亚湾核电站和田湾核电站干式贮存

项目首台乏燃料贮存容器制作曰研发的高
级别石化用钢 SA387Gr11CL2袁 用于国内
某能源公司四喷嘴水煤浆气化炉项目遥 这
两项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发袁有力促进了国
家重大项目设备用钢国产化遥

河北钢铁研发核电用调质高强钢
和高级别石化用钢替代进口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本钢集团特钢
产品 15B36-M钢和 S35C-M钢顺利通过
沃尔沃渊VOLVOCE冤认证袁将为韩国大昌锻
造提供用于加工沃尔沃挖掘机零部件用钢袁
部分或全部替代韩国进口日本等国产品遥此
次通过认证袁结束了两钢种供韩国大昌锻造
厂生产沃尔沃挖掘机售后零配件使用的历

史袁 为本钢特钢产品提高全球竞争力和进
军世界知名五大汽车企业奠定了基础遥

本钢特钢产品通过沃尔沃认证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袁 方大九钢中
板又添新品种遥 在该公司技术人员的潜心
攻关下袁 成功开发 Q345GJB尧Q345GJC尧
Q345GJBZ15等 3个牌号高层建筑用高强
钢以及 Q345BZ15抗层状撕裂用钢遥

方大九钢成功开发多个中板新品

中国超大型集装箱货轮抵达希腊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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