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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据新华社信息 今年的国企改革

已进入下半程袁国企改革的力度与范围
在不断加码遥 据统计袁资本市场作为国
企改革的重要平台和观察窗口袁 今年 1
月至 7月袁已有 124家国企启动资本运
作袁 数量与去年同期的 81家相比增加
了 53%曰同期袁国资收购 A股公司控制
权也有逾 40例袁其中袁地方国资平台为
主力军遥
据了解袁随着野双百行动冶扩围尧地

方野综合改革试验冶启动袁一方面央企重
要领域的改革在深化袁另一方面袁地方
国企改革加速的趋势也已确立袁有望成
为下半年的重要看点遥

地方野综改试验冶启动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尧主任郝鹏

日前表示袁各级国资委要进一步推动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尧 外资企业深化合
作袁在推动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尧深化
野双百行动冶和野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
革试验冶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袁努力把各
项改革落到实处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实现新突破遥

同时袁 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袁 上海尧 深圳
野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冶和沈阳
国资国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专项

工作渊简称野综改试验冶冤已正式启动遥
野综改试验冶期间袁将允许驻三地的

中央企业及其它地区国有企业根据综

合改革需要袁参照执行有关政策袁真正
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袁
最大限度发挥改革合力遥 根据改革要
求袁综改试验区要大胆探索尧勇于创新袁
到 2022年努力打造成为全面落实国家
战略的国资国企改革高地遥

与地方野综改试验区冶类似的袁国资
委选定的 野双百企业冶 也在推动综合改
革遥 据了解袁截至今年 4月 28日袁野双百
行动冶 综合改革试点企业已由去年 8月
的 398家增至 444家袁 其中新增试点单
位共有 48家渊试点有增也有减冤袁包括央
企子公司 39家袁地方国企 9家遥 多家 A
股上市公司野上榜冶遥 据悉袁混改尧员工薪
酬分配制度改革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内

容都是野双百企业冶综合改革的重点遥
除了野综改试验区冶以外袁不少地方

国企已经把混改作为改革突破口遥 例
如袁山东省国资委 8月 2日召开省属一
级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任务部署会议袁
省属一级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式

开启遥 据了解袁此次会议要求省国资委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省属企业袁除承担政
府专项任务尧具有特定功能的袁原则上
必须开展集团层面混改曰 同时要坚持
野靓女先嫁冶的原则袁把好的资源拿出来
改袁把优质企业尧优质资源尧优质资产拿
出来混改曰 确定了混改四个重要渠
道要要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尧 资产证券化尧

员工持股以及国有资本主动进入民营

企业遥

地方国资频收上市公司股权

在 A股市场袁今年前 7个月袁已有
41家民企宣布将有国资入主袁 其中袁地
方国资平台为收购主力军遥在被收购的
企业中袁有些是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需
要国资驰援袁有些是出于大股东套现等
理由袁但其中不少公司的主营业务颇具
市场竞争力袁国资入主有助于其进一步
拓展市场遥

例如袁上市以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
过 50%的碧水源袁 出现了现金流的压
力袁今年 7 月中旬袁公司将控制权转让
给了央企中交集团旗下的中国城乡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遥中交集团作为特大型
央企袁资源明显更为丰富袁将帮助碧水
源对标国际巨头袁助力公司成为超大型
国际化环保集团遥

网宿科技正在进行的易主国资野广
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冶的交易袁则是出
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套现需求袁而国资
入主更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融入野一带
一路冶尧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重大战略袁进
一步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实施遥 今年 7
月份正式易主央企国投智能的美亚柏

科袁在其自身业务基础之上袁有望借助
国投公司的资源优势袁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电子数据取证尧网络空间安全和大数

据信息化的综合竞争实力遥
除了国资收购 A股公司股权之外袁

今年上半年袁央企重组地方企业的案例
频繁出现袁市场人士预计袁这样的央地
重组模式还将不断被复制遥

国资委秘书长尧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近日就表示院野央企与地方国企的重组
一直都有袁这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非常
有益袁但央地重组不只是单向的袁而应
该是双向的袁甚至多向的遥 地方国企可
以重组到央企中袁央企也可以在结构调
整过程当中把一些具备地方优势产业

的企业重组到地方国有企业袁各类社会
资本也可以参与到这些重组过程当

中遥 冶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认为袁央地合作式的重组袁是在管理体
制上进行突破袁 最终要实现三个目的院
围绕主业做大做强做优袁增强全球竞争
力曰围绕产业链条袁优势互补袁实现业务
资源协同共享曰围绕专业化袁推进区域
资源整合袁减少同质化竞争袁提升效率
和效益遥

野如今 2019年已经过半袁距离实现
2020年国企改革目标还有一年多时间袁
下半年的时间窗口非常关键遥 冶李锦表
示袁上半年国企改革的特点院一是加快袁
二是在重要领域有明显的突破趋势遥下
半年则到了野网要收口冶的时候袁改革要
精准计步袁把野口冶收好遥

股国企资本运作数量已增逾五成
下半年地方国资改革或成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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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姻据新华社信息 20号橡胶期货挂
牌交易 尧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渊SWIFT冤 在华成立全资中国法人机构尧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将试行更开放的

金融政策噎噎
在全球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的背景

下袁频频落子的野引进来冶野走出去冶动作袁
正是中国金融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尧两种资源袁与世界分享发展红利的
生动写照遥

野引进来冶 让更多外资推动市场发展
日前袁20号橡胶期货在上海挂牌交

易袁 成为继原油尧PTA和铁矿石之后袁中
国第四个对境外交易者开放的商品期货

品种遥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又落一子遥
近期频繁的开放举措落地袁 正是中国

推动金融开放言必信尧 行必果的体现遥 7
月袁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推
出 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袁这被业界认
为是中国金融业按照野宜快不宜慢尧宜早不
宜迟冶原则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策部署遥

在此前后袁 不少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前
景来华野掘金冶遥8月初袁SWIFT在华成立全
资中国法人机构遥人民币成为继美元尧欧元
之后袁SWIFT接受的第三个国际货币遥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认为袁

SWIFT在华成立子公司是人民银行统筹
管理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袁 彰显了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遥

野走出去冶 更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由微信支付与阪急阪神百货店联合

打造的中国境外首家智慧旗舰百货袁7月
16日在日本大阪阪急百货店梅田总店正
式发布遥 本次合作标志着微信支付跨境
支付业务在日本发展获得又一次落地遥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布局海外遥 截
至目前袁中国银行在 12个国家和地区担
任人民币清算行袁为全球客户提供 24小
时不间断人民币清算服务曰 兴业银行已
与全球 1400多家代理行建立了 12个币
种的清算合作体系遥

中国金融机构正在加快国际化步

伐袁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袁拓展国际视
野袁支持客户更好走向海外扩展业务遥

与此同时袁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
提升遥 去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
生 5.11万亿元袁 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
务发生 2.66万亿元曰纳入 IMF特别提款
权渊SDR冤后袁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
的占比稳步上升遥

业界认为袁随着野走出去冶企业所需
的资金量不断增加袁野一带一路冶 配套的

金融服务不断提升袁 金融科技实力的不
断增强袁我国金融业野走出去冶将成趋势袁
双向开放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

际竞争力遥

相融共济 在挑战中迎接开放加速度

8月 6日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正式启航遥 在金融开放领域袁临港
新片区也将迈出新步伐遥

据介绍袁 未来在临港新片区将试行
更开放尧更便利尧更自由的金融政策袁通
过有序推进各项金融开放创新措施尧进
一步健全金融法治环境等袁 打造金融开
放创新的新高地遥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有序推进袁 外资
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和节奏将

更加积极遥 中国金融市场将更加融入全
球金融体系遥

开放加速同时袁挑战与机遇并存遥野开
放将带来产品创新能力尧 优秀人才竞争尧
监管模式与方式等多方面挑战遥 冶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承惠

说袁开放也将带来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加速
转型尧推动市场机制完善等新机遇遥

专家认为袁未来无论是中资机构野走
出去冶袁还是外资野走进来冶袁双向适应和
融合共济袁都会变得更加寻常遥

中国金融开放走上快车道

姻据新华社消息 据了解袁目前我国基础网络能力明显增强袁互联网行业市场
规模高速增长遥 今年上半年袁互联网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17.9%袁行业百强
企业带动效应明显遥

近日袁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在京共同发布了 2019年
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强名单遥 阿里巴巴尧腾讯尧百度尧京东尧蚂蚁金服等位列前十遥 工
信部相关人士说袁互联网已成为我国创新最活跃尧渗透最广泛的领域遥 今年互联网
百强企业收入尧利润等增长势头强劲袁企业加速在人工智能尧物联网等前沿领域布
局袁应用场景覆盖更加丰富遥 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袁百强企业在推动互联网与制造尧
农业尧医疗等领域融合方面效果显著遥上述人士表示袁工信部将加快推动互联网由消
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袁推动云计算尧大数据尧物联网等技术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
造业的深入融合袁重点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尧5G应用推广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遥 同时袁培育更多具有创新引领能力的互联网企业袁打造更加开放的产业生态遥

我国互联网行业整体市场规模上升

姻据信息资源网 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期公示结果袁 浦项钢铁公司自主
开发的人工智能高炉操作技术和抗拉强度 600MPa渊兆帕袁下同冤以上高强钢板制
造的智能水冷却技术袁获评韩国野国家核心技术冶遥

国家核心技术是指技术和经济价值高袁相关产业发展潜力大的技术袁如果向海
外泄露袁将会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遥 人工智能高炉操作技术运
用深度学习渊Deep Learning冤技术袁主要对数据进行分类和预测袁可以对高炉内部的
状态进行自动控制遥此前袁操作人员每隔两小时就需要对炉内温度进行手动测定袁运
用该技术之后袁可以通过高炉下部安装的传感器对铁水温度进行实时测定袁由此预
测炉内热量水平袁并对铁水温度进行自动控制遥 与此同时袁通过风口安装的摄像机袁
对炉内状况进行监控袁由此实现对铁矿石和焦炭装料的自动控制袁目前袁该技术在浦
项钢铁厂 2号高炉得到充分利用袁铁水年均产量增加 5.0%袁燃料用量节省 1.0%遥

抗拉强度 600MPa以上高强钢板制造的智能水冷却技术主要是对高温加热后
的热轧板进行水冷却遥 水冷却过程对于钢板的性能有决定性的作用袁通过运用智
能技术袁实施精准控制袁可以制造出微观组织均匀尧力学性能优秀的高强钢板遥 值
得一提的是袁这一冷却过程速度快袁同时减少了高成本的合金用量袁还可以确保理
想的加工性能袁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袁实现了双赢效果遥 该技术正式应用于浦
项钢铁厂厚板二分厂袁同时还在向光阳厂的热轧和厚板厂进行推广遥 据了解袁浦项
钢铁公司已有的国家核心技术包括以下四项院FINEX炉操作技术尧 高锰 TWIP钢
制造技术尧千兆级高强钢板制造技术和超精密镀层控制技术遥 加上新增的两项袁其
中袁一半与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有关遥 另一方面袁浦项钢铁公司通过自主开发
智能工厂技术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袁同时还可以确保操作安全性袁由此
提升全球竞争力遥

浦项两技术获评韩国“国家核心技术”

姻据新华社信息 日本钢铁巨头日本制铁发布的财报显示袁2019年第一财季
渊2019年 4要6月袁国际会计准则冤该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61%至 333亿日元遥

日本制铁认为袁铁矿石等炼钢原材料国际价格上涨是利润降低的主要原因遥 此
外袁旗下主要钢铁厂君津钢厂渊千叶县君津市冤的停电事故也是影响业绩的原因之
一遥财报显示袁日本制铁 2019财年第一财季销售额同比增长 4%至 1.5224万亿日元遥
日本国内钢铁需求旺盛袁特别是建筑用钢需求和汽车用钢需求持续增长遥 但显示主
业经营状况的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33%至 606亿日元遥 日本制铁预计袁该公司 2019财
年上半年渊2019年 4月 1日要2019年 9月 30日冤销售额将为 3万亿日元袁营业利润
为 700亿日元遥 2019财年全年营业利润将比去年同期减少 55%至 1500亿日元遥

日本制铁第一财季净利润同比减少 61%

姻据新华社信息 据全球综合性大型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 渊ArcelorMittal冤日
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运营报告显示院今年第二季度安赛乐米塔尔自有铁矿石产量为
1460万吨袁环比增加 4%袁同比增加 1.2%袁主要是由于安米旗下加拿大矿山以及乌克
兰铁矿石项目产量增加袁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比里亚尧哈萨克斯坦以及墨西哥 Vol鄄
can矿山的减量遥 今年上半年安米自有铁矿石产量为 2870万吨袁同比减少 1.4%遥

二季度安米铁矿石销量为 1550万吨袁同比增加 6.1%曰今年上半年铁矿石总销
量 2930万吨袁同比增加 3%遥 二季度安米钢材销售量为 2280万吨袁环比增加 4.3%袁
同比增加 4.8%曰今年上半年钢材销量为 4460万吨袁同比增加 3.5%袁主要是由于收
购了意大利钢厂袁钢材产量增加遥 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 5.7亿美元袁环比增加
35.8%袁同比增加 86.7%遥

安米今年二季度铁矿石产量环比增 4%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扬子三井造船有限公司渊YAMIC冤揭牌仪式在扬子江
船业集团太仓基地举行袁这也标志着扬子江船业集团在造船主业走向高端尧产品升
级换代之路上又迈出可喜的一步遥

据了解袁江苏扬子三井造船有限公司成立于今年 5月袁是由扬子江船业集团与
日本三井 E&S造船株式会社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合资船厂袁注册资本
为 9990万美元袁总投资额 2.997亿美元遥 厂区座落在江苏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要要要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袁处于长江口黄金水道南岸袁所在区域距吴淞口水路
约 50千米袁陆路距上海虹桥机场约 85千米袁距上海浦东机场约 125千米袁交通便
利遥 公司占地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袁配备 10万吨级平地船台 2座袁1500米舾装码
头袁20万平方米生产厂房袁并配有 600T总装龙门吊尧150T门机等各类起重设备和
各类焊接尧冷加工尧精加工尧喷涂等造船先进设备设施遥公司具有年产十万吨级船舶
12艘的生产能力遥

扬子三井造船整合扬子江船业集团的灵活体制及成本管控力尧 日本三井造船
的先进研发设计尧品质管理及售后服务和三井物产的强大全球销售优势于一体袁专
注于建造各类商船袁除常规散货船外袁未来以油轮尧化学品等液货船尧LNG尧LEG尧
LPG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清洁能源船为主要产品遥

扬子三井造船正式揭牌运营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由中国钢结
构协会主办袁鞍钢中电野装配式复合支撑
墙钢结构住宅体系冶科技成果评价会在北
京举行遥 经专家组全面审核袁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该项目具有显著创新性袁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遥 鞍钢中电是去年 1月由鞍钢工
程发展公司和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联合

投资组建的袁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研
发为核心业务的公司遥 装配式复合支撑墙
钢结构住宅体系是目前主推的项目袁已在
鞍钢新城 4号楼得到应用遥

鞍钢中电“装配式复合支撑墙
钢结构住宅体系”达国际先进水平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2019 年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尧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科学技
术奖获奖项目揭晓袁 河钢集团 12个项目
荣获 2019年冶金科学技术奖遥 其中一等
奖 2项尧二等奖 2项尧三等奖 8项遥 获评一
等奖的项目分别是叶热轧板带材表面氧化
机理研究与新一代控制技术开发及应用曳
叶微合金钢板坯表面无缺陷连铸新技术研
发与应用曳遥

河钢集团 12项成果
荣获冶金科学技术奖

姻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袁野华龙一号冶
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 K2机组
制造产品通过检测袁交付完成遥该批产品安
全壳地坑过滤器关键不锈钢材料由酒钢提

供袁 标志着酒钢自主研发的核电用不锈钢
在国内核电项目成熟使用之后袁 成功进入
国际核电建设领域遥据介绍袁这是酒钢自主
研发的核电用不锈钢产品在进入核电领

域近两年时间以来首次进入核岛区域遥

酒钢不锈钢进入
国际核电建设领域

姻据信息资源网 上半年袁 本钢板材
炼钢厂完成产量 479.5万吨袁 超计划 14.9
万吨遥其中袁6月份平均日产量为近年来首
次突破 29000吨袁最高达 32655吨袁打破了
2018年 10月份 32256吨的日产纪录遥 品
种钢方面袁生产 RH 钢 200.86 万吨袁同比
增加 10.77万吨遥

本钢板材炼钢厂
上半年生产创佳绩

日前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传出信息袁今年前 7个月曹妃甸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 19656万吨袁同比增长 6.93豫遥
图为一艘轮船靠泊在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遥 新华社 供稿

河北曹妃甸港区 至 月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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