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袁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获悉袁今年第一季度袁唐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618亿吨袁同比增长 12.89豫遥
图为多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装载集装箱遥 新华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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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姻据新华社信息 国家发改委日前

向社会公布叶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
点任务曳渊以下简称叶重点任务曳冤袁要求
推动 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
取得决定性进展袁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袁推进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袁支持特色
小镇有序发展袁 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袁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均提高 1个百分点以上遥 专家认为袁根
据叶重点任务曳的部署袁我国城镇化进程
有望提速袁城镇基建仍大有可为遥

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叶重点任务曳要求袁继续加大户籍制
度改革力度袁 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

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袁 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要300万的域型大城市要全面取
消落户限制遥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要
500万的玉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
户条件袁 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
制遥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
政策袁大幅增加落户规模尧精简积分项
目袁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
占主要比例遥
分析师表示袁根据叶2017年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曳袁 目前城区人口超过 500

万的城市有 13个袁 包括北上广深这四
个超大城市袁而天津尧重庆尧武汉尧成都尧
南京尧郑州尧杭州尧沈阳尧长沙为特大城
市遥未来其它城市都将全面放开放宽落
户限制袁包括西安尧苏州尧合肥尧济南尧青
岛尧大连尧厦门尧宁波尧昆明尧石家庄尧南
昌尧福州等城市将首先受益遥

根据统计局数据袁我国城镇人均居
住面积为 36.6平方米遥 分析师认为袁人
口城镇化率每提升 1个百分点袁可实现
约 1300万人口转户袁 有望带动新增居
住面积需求 4.76亿平方米遥城镇落户门
槛有望降低袁 加速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袁
有望增强中长期城市住房需求预期遥

城镇基建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速度很快袁 城镇化率已从 1978 年的
17.90%跃升至去年的 59.58%袁但是距离
发达国家 80%的平均城镇化率仍有较
大差距遥

叶重点任务曳要求袁推进长三角尧京
津冀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袁着重
强调要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袁西
部大开发战略有望深化落地遥在城市内
部袁叶重点任务曳要求优化城市交通网络
体系袁 构建级配合理的城市路网系统袁

并指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

管廊袁扎实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
板袁并继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
保护专项行动遥

在城际之间袁叶重点任务曳要求城市
群和都市圈构建以轨道交通尧高速公路
为骨架的多层次快速交通网袁推进干线
铁路尧城际铁路尧市域铁路尧城市轨道交
通融合发展袁促进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
衔接遥

专家认为袁在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
阶段袁居民对于城市质量的要求不断提
升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更新换代需求
不断释放袁 促使基建企业有望逐步向
野建设+运营冶模式转变遥 叶重点任务曳实
施后袁城镇化进程有望加速袁城镇基建
市场仍然空间广阔遥

野加快城市群发展袁 市政及城际交
通建设仍为重点袁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仍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遥 冶专家
称遥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将不断丰富

叶重点任务曳要求袁在坚决遏制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前提下综合运用多

种货币政策工具袁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
融机构结合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

加大支持力度袁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适
度扩大信贷投放袁引导保险资金发挥长
期投资优势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
债券进行项目融资袁积极助力新型城镇
化建设遥

支持发行有利于住房租赁产业发

展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金融产

品遥 筛选具备投资回报预期的优质项
目并建立吸引民间投资项目库袁 集中
向民间资本推介遥 全面推进地方融资
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袁 打造竞争力强
的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运营

主体遥
分析师认为袁未来城镇化投融资机

制有望不断丰富袁 资金来源有望充裕袁
相关配套政策有望逐步落地遥预计主要
以 PPP形式吸引民间投资袁而野全面推
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袁打造
竞争力强的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投资运营主体冶则有利于平台公司未来
加速上市遥

此外袁叶重点任务曳还要求袁今年底
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

野20条底线冶要求袁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
加大教育资源供给袁实现公办学校普遍
向随迁子女开放袁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
地参加高考的政策遥

发改委发布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专家分析认为：

我国未来城镇基建市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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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前袁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传出信息袁今年 3月袁9个区域碳
市场共成交配额 988.64 万吨袁 交易额 2.11 亿元袁 较上月分别上涨 2683.04%和
3004.66%袁与前两个月相比袁各区域碳市场整体复苏遥 一季度全国试点碳市场共成
交配额 1372.77万吨袁交易额 2.63亿元遥

其中袁深圳成交 7.64万吨袁较上月下跌 33.01%袁主要源于大宗交易较上月下跌
38.55%曰上海成交 90.42万吨袁较上月上涨 95倍袁主要源于线上尧线下交易较上月
均大幅上涨曰北京成交 23.64万吨袁较上月上涨 199倍袁主要源于本月协议转让 23
万吨曰广东成交 825.72万吨袁较上月上涨 37倍袁主要来源于本月协议转让 520万
吨遥 截至今年 3月 31日袁我国 9个碳市场共成交 2.97亿吨袁成交额 64.87亿元袁其
中线上交易共计 1.26亿吨袁成交额 29.50亿元遥广东尧湖北成交量最高袁位于第一梯
队曰深圳尧上海尧北京位于第二梯队曰而重庆尧福建尧天津的成交量相对较低袁位于第
三梯队遥

全国试点碳市场首季共成交配额 1372多万吨

姻据信息资源网 根据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袁到去年 12月全球粗钢产能渊指
名义产能袁下同冤为 22.341亿吨袁同比略降 0.3%袁延续了 2016和 2017年以来粗钢
产能持续下降的趋势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袁在 2019-2021年还有大量在建或计划
新建的产能袁这将使全球产能增加 4%-5%遥另据世界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袁去年全
球 64 个国家和地区粗钢产量为 17.89 亿吨袁 由此计算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为
80%袁相比 2017年的 76%增长 4个百分点遥

与 2017年相比袁全球各地区粗钢产能变化情况如下遥 非洲粗钢产能同比增
长 6.5%至 4160万吨袁是增速最快的地区遥 其次是中东地区袁粗钢产能同比增长
4.6%至 6730万吨遥北美粗钢产能增长 0.4%至 1.544亿吨遥欧洲和大洋洲产能保
持不变袁分别是 2.744亿吨和 640万吨遥 另外袁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粗
钢产能总计增长 0.1%至 6.407 亿吨遥 亚洲粗钢产能同比下降 0.8%至 14.73 亿
吨遥 独联体粗钢产能同比下降 0.3%至 1.424 亿吨袁拉美粗钢产能同比下降 0.1%
至 7470万吨遥

另据经合组织数据袁2019-2021 年全球在建和计划新建的粗钢产能分别为
8800万吨和 2240万吨遥 在建产能中袁亚洲有 5340万吨尧中东有 2510万吨尧欧洲有
430万吨尧非洲有 290万吨尧独联体哟 180万吨尧北美有 30万吨尧拉美有 20万吨遥

去年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升至 80%

船舶工业

姻据信息资源网 今年以来袁全球新船订单量大幅减少袁但中国船企接单量持
续领先袁第一季度新船订单量重新位居世界第一袁韩国退居第二遥

克拉克森最新数据显示袁 今年第一季度袁 全球新船订单量共计 196艘尧573
万 CGT袁与去年同期的 996万 CGT相比减少了 42%遥 其中袁中国船企接获了 35
艘新船订单袁共计 258万 CGT袁接单量位居全球第一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45%左
右遥 紧随其后的是韩国船企袁接单量为 35艘尧162万 CGT袁相当于全球市场份额
的约 28%遥 接单量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船企袁共 10 艘尧78 万 CGT袁占市场份额
14%曰日本船企排名第 4袁接单量共 20艘尧47万 CGT袁占市场份额的 8%遥 今年 1
月袁韩国新接订单量排名第二袁位居中国之后袁2 月份反超中国袁3月再度被中国
反超遥统计显示袁截至今年 3月底袁全球船企手持订单 8118万 CGT袁比上月增加
35万 CGT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在中日韩三国中袁 只有中国船企手持订单量相比 2月有所增
加袁而日韩两国手持订单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遥 其中袁韩国船企手持订单量
比上月减少了 27万 CGT袁日本船企手持订单量减少了 51万 CGT袁而中国船企手
持订单量则增加了 62万 CGT遥 截止目前袁 中国船企手持订单量依然位居全球第
一袁共计 2992万 CGT曰排名第二的是韩国船企袁共 2133万 CGT曰日本船企排名第
三袁共 1418万 CGT遥

中国船企一季度接单量全球第一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河北钢铁集
团不同厚度规格的船用 LNG超低温高锰
钢袁通过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
研究所检验袁 钢板塑韧性和焊后性能优
良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曰同时袁中国船级社
对 20 毫米厚 LNG 超低温高锰钢颁发了
检验证书遥 这标志着河钢集团成为国内拥
有船用 LNG 超低温高锰钢自主知识产
权袁并具备该钢种不同厚度规格批量化生
产能力的企业曰具备了为高端客户批量供
货新一代船用 LNG 超低温高锰钢的能
力, 为推动高锰钢产业链国产化进程奠定
了坚实基础遥

河钢集团推动
高锰钢产业链国产化进程

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前袁 从鞍钢集团
获悉袁截至目前袁鞍钢重大技改工程年产
能 4万吨针状焦项目基本完成主体施工袁
鞍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开始组织对核心

工序进行水联动调试遥 这标志着鞍钢进军
新型碳材料领域尧加快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的步伐向前迈进重要一步遥 据了解袁针状
焦是一种优质的碳素材料袁主要用于生产
大功率电极和锂电池负极材料袁是制造炼
钢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的主要原料遥 而针
状焦生产工艺技术难度较大袁国内相关产
线并不多见遥 据悉袁此次鞍钢针状焦项目
为中钢热能院设计总承包袁主要采用煤焦
油沥青及其馏分为原料生产遥 该项目自去
年 6月开工建设袁今年 3月末顺利完成主
体装置建设遥

鞍钢针状焦项目进入调试阶段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鞍钢国贸攀
枝花有限公司与德国克拉斯公司签订了

64吨扁钢合同袁产品将用在这个德国百年
农机具制造企业核心设备生产上遥 这标志
着攀钢生产的模具扁钢质量达到世界一流

水平遥

攀钢模具扁钢供货
德国百年农机企业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中国十七冶
承建的河北钢铁集团乐亭钢铁项目 3 号
3000立方米高炉工程正式开工遥该高炉工
程施工内容主要包括高炉本体系统尧出铁
场尧主控楼尧重力除尘尧水渣处理及运输系
统等袁高炉年产量为 200万吨袁高炉炉体直
径 16.06米尧炉身结构顶部标高 110米袁是
河钢乐亭钢铁项目核心工程之一遥

河钢乐亭钢铁 3号高炉工程开工

姻据新华社信息 近日袁随着置信电
气尧东方能源的强势上涨袁央企金控平台
注入概念成为 A股市场的热点遥 而一些
有资产注入预期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也闻

风而动袁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遥
据统计袁多家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

点冶和野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冶旗下拥有金
控平台袁 而其旗下上市公司的股价近期
涨幅较大遥 其中袁国机集团尧中铝集团等
大型央企旗下袁 均有 A股上市公司近期
出现股价异动的情况遥

央企旗下金融资产成热点

有业内人士分析袁近期出现的金控
平台上市潮袁 属于央企为提高资产证
券化率和加大混改力度的相关布局遥
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和世界

一流示范企业等央企袁 都将提高资产
证券化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遥 因此袁央
企旗下的金融资产就成为市场关注的

热点遥
据媒体梳理袁去年袁国资委新增了航

空工业集团尧国家电投尧国机集团尧中铝
集团尧中国远洋海运尧通用技术集团尧华
润集团尧中国建材尧新兴际华集团尧中广
核尧南光集团等 11家央企为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试点企业遥 至此袁 在中央企业层

面袁国有资本投资尧运营公司试点已达 21
家袁其中 19家为投资公司试点袁2家为运
营公司试点遥

而在今年 1月份袁 国资委还选定了
10家央企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袁
包括院航天科技尧中国石油尧国家电网尧中
国三峡集团尧国家能源集团尧中国移动尧
中国航空集团尧中国建筑尧中国中车和中
广核集团遥

据统计袁 这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
点和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旗下袁 大多拥有
金控平台袁也拥有 A股上市公司遥而其中
国机集团等大型央企集团袁 其旗下的上
市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遥

资料显示袁 国机集团旗下拥有国机
资本尧国机财务尧国机资产等金融资产袁
也拥有苏美达尧一拖股份尧林海股份尧国
机汽车尧国机通用尧轴研科技尧中工国际尧
*ST蓝科等 A股上市公司遥

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不俗

事实上袁据统计袁除了国机集团外袁
还有多家央企旗下的 A股上市公司袁近
期股价涨幅较大遥

其中袁 中铝集团旗下的银星能源袁
也是在上周四和周五连续两个交易日

涨停遥 银星能源在日前发布的股价异

常波动公告中也表示袁 该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尧 补充
之处曰经核实袁近期该公司内外部经营
环境没有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袁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袁今年第一季
度该公司所属新能源发电企业利用小

时有所降低遥
资料显示袁 银星能源的控股股东为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袁 而该公司
的控股股东是中国铝业遥 中铝集团除了
是中国铝业的大股东袁 旗下还拥有中铝
资本遥

成立于 2015年 4月份的中铝资本袁
是中国铝业公司向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

高端转型袁 重点支持的产融结合发展平
台袁注册资本 24.33亿元遥 中铝资本作为
中铝金融板块的平台公司袁 业务涵盖保
险经纪尧融资租赁尧基金尧期货尧商业保理
等领域遥

除了中铝集团外袁通用技术集团尧华
润集团尧中广核集团尧航天科技集团尧国
家能源集团等多家大型央企集团旗下袁
也均有金控平台遥 而多家央企集团旗下
的 A股上市公司袁 近期也是股价表现不
俗袁包括中广核技尧乐凯胶片袁康拓红外尧
航天工程尧平庄能源尧长源电力尧龙源技
术尧英力特等遥

多家央企积极布局资产证券化

唐山港一季度吞吐量超 亿吨

(上接第 1版)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集团战略部署袁 加快推进网络钢厂建设和对外支撑工作遥

韶钢快速成立筹建组袁并将机构尧职能尧落实到位袁选优配好团队袁运用智慧制造尧
互联网尧物联网尧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袁构建网络钢厂精简高效的组织运行体
系袁创新约束及激励机制袁打造野极致标准化尧极致低成本尧极致高效率尧极致低排
放冶的核心竞争优势袁为打造野亿吨宝武冶做出贡献遥
根据集团部署袁今年 1月 1日起韶钢受托管理襄阳重材遥 我们快速制定好野百

日行动计划冶袁组建专业团队袁采用野嵌入式支撑尧项目化管理冶方式袁不断提升襄阳
重材的基层基础管理能力和体系能力遥 目前时间过半袁野百日行动计划冶完成率已
达 69%遥

野第二袁韶钢要坚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不动摇遥 冶刘建荣指出袁近年来袁韶钢花
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培育优特钢的产品竞争力袁 目的是构建普优特并存的产品体
系袁从战略上提升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遥这一点我们毫不动摇袁也和集团对我们的
发展定位高度契合遥今年袁我们还要加快优特钢产品结构调整提升的速度袁进一步
调结构袁真正获得市场各方的优良口碑袁加快进入优特钢企业第一梯队行列遥要加
快产业链培育和建设袁加大和地方政府尧华南先进装备园的联动袁呼应野协同共建
钢铁生态圈冶的管理主题遥 韶钢坚定不移开展技术改造尧攻关工作袁在产线能力提
升上下大功夫袁挖掘装备潜力袁实现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遥

野第三袁韶钢要坚持基层基础管理能力提升不动摇遥 冶刘建荣表示袁基础不牢袁
地动山摇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袁我们加大了基层基础管理工作的推进力度袁设立全
员野改善冶日袁充分调动广大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袁聚
焦野6S促行为养成尧三岗促标准化作业尧专项整治促环境改善冶三个维度袁用 78个
全员野改善冶日袁持续抓好基层基础管理工作袁促进各项工作不断提升遥 久久为功袁
只要我们坚持高标准做下去袁还会创造更大的惊喜遥

刘建荣强调袁今年韶钢管理聚焦野速度冶袁就是要以准点尧用数据说话来快速提
高管理效率与效能遥 我们提出野质量稳定尧产量提升尧交付准点尧成本最优冶的工作
方针袁持续对标找差袁优化生产组织袁提升生产管控水平袁全面发挥产线能力袁提升
产线效率和质量控制能力遥

邓伟雄 摄

野三个不动摇冶驱动发展加速度
要要要访韶关钢铁副总经理渊主持工作冤刘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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