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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常态　把握新机遇
以改革创新推动我国钢铁工业转型新发展

□ 徐乐江

　　一、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国内市场钢材需求增长缓

慢，钢铁生产尽管仍保持增长，但增速明显

回落，钢材出口大幅增长，钢材价格持续下

滑低位波动，铁矿石、价格持续回落，企业经

济效益在３～６月份有所好转，但全行业主营

业务利润仍然亏损。总体上看，产能严重过

剩、市场供大于求状况未有改观，钢铁企业

所面临的生产经营形势依然严峻。

（一）行业运行简要情况

粗钢产量增速回落。上半年累计生产

粗钢４．１２亿吨，同比增长２．９９％，增幅同比

回落４．４３个百分点，平均日产粗钢 ２２８万

吨，相当于年产粗钢８．３１亿吨水平。

钢材出口大幅增长。上半年累计出口

钢材４１０１万吨，同比增长３３．６％；进口钢材

７２５万吨，增长６．１％；折合粗钢净出口３５７０

万吨，增长４２．４％。

钢材价格持续走低。今年以来钢材价

格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虽然４月份出现小幅

反弹，但同比、环比都是下降走势。据协会监

测，６月末，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９２．９９点，

同比下降５．６１％。上半年，钢铁企业钢材结

算价格同比每吨下降３１０元，降幅８．７９％。

经济效益逐步好转。今年１、２月份，大

中型钢铁企业连续出现亏损，３、４月份虽然

出现盈利，但累计仍然亏损；５、６月份效益继

续好转。上半年，共实现销售收入１８１３１亿

元，同比增长１．１２％；实现利税４５４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６２％；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７４．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３．４９％。

部分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部分企业因资

金压力已不堪重负，资产负债率已处于较高

水平，经营状况不断恶化，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受到严重影响，个别企业生产已难以为继。

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中央和地方化

解钢铁产能过剩矛盾工作正积极推进。严峻

的市场形势使企业切身感受到产能过剩问

题对产业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认识不

断深化。据协会初步统计，目前我国粗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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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１１．４亿吨。

（二）关于市场需求分析

国内粗钢需求增长乏力。上半年我国

粗钢（折合量）累计表观消费量为 ３．７６亿

吨，同比仅增长０．４％，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

没有增加。考虑到现在钢贸环节的“蓄水

池”作用减弱，社会库存大幅下降，上半年我

国粗钢实际消费量可能略高于这一数字，但

整体而言，国内粗钢需求增长乏力，市场供

大于求矛盾依然突出。

与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需求增速下滑明

显。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２１．２８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１７．３％，增速比上年

同期回落２．８个百分点。与投资密切相关的

房地产行业下滑明显，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４．２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１４．１％，增幅回落

６．２个百分点；扣除土地购置费的房地产开

发投资３．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２％，增幅回

落１２．６个百分点。特别是房屋新开工面积

同比减少 １．５７亿平方米，降幅为 １６．４％。

由此带来建筑类钢材的需求增速明显下滑。

上半年全国钢筋表观消费量为１．０７亿吨，同

比增长１０．８２％，增速同比下降２．８个百分

点；盘条表观消费量 ７１１０万吨，同比增长

４．２１％，增速同比下降３．３５个百分点。

汽车和家电行业板材消费有所增加。

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量 １１７８万辆，同比增长

９．６％，同期重点统计钢铁企业汽车板产量

１０６３万吨，同比增长１０．６％。随着国内汽车

市场的持续繁荣，钢铁企业也加大了汽车板

生产线的投资。据协会初步调查统计，今年

上半年投产和正在建设的冷轧和镀锌汽车

用钢生产线达１２条之多，产品多数定位于高

端汽车板。家电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大多增

幅缩小或负增长，因此家电行业钢材需求增

长并不明显。

船舶用钢需求增加。造船行业在连续两

年低迷后，今年出现复苏迹象。尽管上半年

造船完工量同比下滑１５．４％，但新承接订单

量同比大幅增长７８．２％，手持订单量同比增

长３９．５％。船厂持单量增长，特别是新船开工

增加，拉动了船板需求的大幅回升，但距离历史

最好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上半年重点统计钢铁

企业造船板产量６３７万吨，同比增长４３．８％，其

中高强船板产量３２３万吨，同比增长５６．２％。

进口钢材量增价涨，出口钢材量增价跌。

今年上半年进口钢材均价每吨１２４８美元，同

比增长 ４．２５％；出口钢材均价每吨 ７９３美

元，同比下降９．１％。出口钢材价格下跌，既

与原燃料价格下降、国内钢价持续走低有关，

也与出口产品结构及企业无序竞争等因素

相关。今年含微量合金钢材占出口总量比例

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４５％～４８％上升至５１％

～５３％，含微量合金钢材出口增长占出口总

增量的６５％左右，出口仅依靠退税获得微薄

利润。表明我国出口钢材的结构不仅没有优

化，反而劣化。由于钢材低价大量出口，导致

贸易摩擦增多，目前正在调查中的案件共１２

起，按照上半年出口数量计算，如果这些案件

终裁征收较高税率，约有２００万吨钢材出口

将受到影响。

铁矿石市场供给增加，价格下跌。上半

年全国铁矿石产量７．１１亿吨，增长近１０％；

累计进口铁矿石 ４．５７亿吨，同比增长近

１９．１％。但国内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６月末

则高达１．１５亿吨，同比增长６０％。铁矿石

供应量增加，造成价格持续下跌。６月中旬

进口铁矿石每吨已跌破９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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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企业效益的分析

钢铁企业效益增长主要得益于原燃材

料价格下降和投资收益等增加。从利润构

成情况看，主营业务利润减亏１５．２５亿元，减

幅６９．８％；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等增利

３８．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８１％。主营业务减

亏主要得益于铁矿石、煤炭等原燃材料采购

成本下降，以及钢铁企业降本增效取得的成

果。原燃材料采购成本下降，基本消化了钢

材价格下跌对企业带来的减利影响。

企业效益分化明显。上半年，列入协会

财务指标统计的８８家企业集团，盈利企业

６３家，盈利额为 １５１．５６亿元，同比增长

６．５６％。其中盈利在５亿元以上的企业只有６

家，盈利额８０．９８亿元，占盈利额的５３．４３％；

宝钢实现利润 ３８．２９亿元，占盈利额的

２５．２６％。亏损企业２５家，亏损额７６．７７亿元，

同比减亏１５．７％。其中亏损在５亿元以上的

企业有７家，亏损额为５３．２２亿元，占亏损额

的６９．３２％。

受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增加影响，期间

费用大幅增长。上半年，大中型钢铁企业期

间费用同比增长９．３５％，其中财务费用增长

２９．２５％、销售费用增长１８．０３％，而管理费

用同比下降６．０２％。财务费用增加主要受

融资成本上升、企业汇票贴现增加和人民币

贬值企业汇兑损失增多影响；销售费用增加

既有企业提高直销比例造成费用相应增加

的因素，也与企业因销售困难带来运费补贴

等费用增多有关；管理费用下降，既有企业

加强内部管理、减低费用的因素，也有少数

企业降低折旧率和调整核算口径的影响。

资金状况未能明显好转，资金周转效率

有待提高。６月末，大中型钢铁企业存货占

用资金５８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４％，比年初

下降０．４３％。其中产成品占用资金同比增

长２．９５％，比年初增长１０．４５％，反映企业原

材料库存得到有效控制，产成品库存还相对

偏高。同时，钢铁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１３．０５％，应付账款增加６．３８％，资金周转效

率进一步降低，加剧了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

银行借款继续增加，负债水平处于高位。

６月末，大中型钢铁企业银行借款同比增长

６．３９％，平均资产负债率６９．２７％，与上年基

本持平。负债率超过平均水平的企业共有

４６户，占大中型钢铁企业总户数的５２．２７％；

超过 ８０％的企业有 １９户，占总户数的

２１．５９％。在整体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低迷、银

行系统严格信贷审查的情况下，一些企业资

金风险加大。

二、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企业迎难而上，

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创新思维，积极迎接新常态的挑战。

河北钢铁提出加快建立适应“市场趋于饱

和、同质化竞争激烈、资金长期趋紧”这一新

常态的生产经营模式，并从强化资金管控、打

造新常态下生产运行和营销管理模式等八

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华菱加快对不符合整体发展战略、没有

成长潜力的产品生产线与相关非钢业务资

产的退出步伐，提高企业资产质量和资本的

市场价值。

马钢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将资源优先

向边际贡献高的产线和产品倾斜。并以

１３００万欧元价格收购法国瓦顿公司，从而使

马钢较快获得高铁车轮关键技术。

———以需求为导向，加快结构调整。围

绕海洋经济发展和新能源领域需求，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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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加大了对海洋工程用钢及核电等

能源用钢的研发，同时更加注重对新材料和

新兴产业用钢的研究。企业在开发新产品

和调整产品结构时，近来出现了几个明显特

征：一是企业更加注重产品的附加值和产品

的盈利性，对企业战略产品进行重新布局。

如宝钢多年来坚持定位于高端产品的差异

化发展道路，打破同质化恶性竞争，营造核

心竞争力，在汽车板、电工钢和金属包装材

三大战略产品基础上新增了能源及管线用

钢、高等级船板及海工用钢、高端薄板类材

料三大战略产品，在国内市场居于主导地

位。二是利用装备优势，加大产品开发和应

用推广力度，产品结构调整成效突出。如首

钢充分发挥搬迁带来的技术、装备优势，大

力推进结构调整，在汽车板开发方面，用三

年走完了其他企业十年的路程，实现了高档

汽车板的应用和出口，同时完成了０．２７毫米

和０．３毫米取向硅钢全系列产品的研发，并

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今年上半年首钢京唐扭

转了亏损局面，实现了盈利。三是瞄准重大

工程和短缺产品，形成具备竞争力的产品集

群。以太钢为例，近年来，太钢结合国家重点

建设和重大工程，开发出一批太钢独有的填

补国内空白的重要战略产品，并取得多个产

品市场占有率第一。近期太钢进一步加快

推进结构调整，高端碳纤维工程、硅钢冷连

轧、不锈钢冷连轧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陆续

投产见效。四是加大“产销研用”的融合，更

加贴近市场，在产品调整的同时，调整客户

群。兴澄特钢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使

“市场”和“现场”得到紧密结合，产品结构及

客户群发生了根本性优化。五是加强研究

开发队伍建设，强化产品预研，特别是一些

高端产品，从研发到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窗口期”缩短，对企业研发能力要求越来越

高。本钢新组建了产品研究院，充分利用公

司的整体优势和技术综合优势，实现一体化

研发和无缝对接。

———开展产线对标，大力降低成本。河

北钢铁还原钢铁主业的先进性，通过同国内

外同档次产线对标，找出深层次问题，全面压

减非生产性费用。唐钢公司本部６月份仅吨

钢物流费用比上年水平就降低５９元。鞍钢

１～５月份全集团同比减亏９．６９亿元，其中

鞍山区域实现利润７．２７亿元，仅消减无效用

工一项，预计一年可节省开支４．９亿元。福

建三钢按照“铁前降成本、钢后调结构”的方

针，加强供产销快速联动反应，探索原料低库

存状态下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安阳钢铁加

大与先进钢厂的成本对标力度，进一步完善

了对标交流机制，加大对标奖励力度，为企业

扭亏发挥了重要作用。沙钢将重点攻关指标

分解落实到各岗位，一半以上指标在去年基

础上有所改善。东北特钢大力开展降本增

效，全集团公司比上年同期增效近８亿元。

华菱坚持以高炉稳顺生产为重点，推行低库

存运作模式，推进精益生产，１～５月全工序

成本吨钢降低５８元。山东钢铁全面实施结

构调整和精益生产，全力“止血”，实现减亏。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山西立恒等企业将对

手变为合作伙伴“抱团取暖”，组成贸易公司

统一采购原材料，有效降低成本。

———以效益为中心，主动压减产量。上

半年，许多企业克服困难，严格自律，坚持

“没有合同不生产的原则”，渤海钢铁根据市

场需求，果断压减产量；包钢粗钢生产累计减

少８．５％。酒钢以正现金流作为生产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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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对负现金流的产线限产或停产，上半

年钢铁产业限产１００万吨。

———破除障碍，积极推进企业改革。按

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今年上半年国

有企业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宝钢深化三项

制度改革，强化顶层设计，全面推进干部能

上能下；提升人事效率，实现员工的能进能

出；变革创新激励机制，切实做到收入的能

增能减。鞍钢旗下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

鞍钢重机公司合资组建鞍钢铸钢有限公司，

迈出鞍钢试点内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一步。

武钢大力推进钢铁主业、相关产业等六大方

面，共计９８项内容的改革。渤海钢铁全力推

进四家核心骨干企业股份制改革，全面带动

三级企业开放搞活，形成一级强、二级活、三

级专的梯次发展序列。

———积极实施资源战略，建立与下游用

户的战略联盟。武钢全力推进国家战略资

源基地建设，利比里亚矿１００万吨项目实现

达产、９００万吨工程开工建设，首批４．６万吨

自产铁精矿运回国内。南京钢铁紧紧抓住

高效益订单，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知名大

企业寻求战略合作，巩固与现有战略合作伙

伴的合作关系，不断拓展高端用户和高端产

品市场，努力建立新型产业联盟，形成效益

支撑点。河北钢铁与４９家大客户建立战略

联盟，拳头产品打入近百项国家重点工程，

板材直供比例达到６１％，比去年同期提高近

６个百分点。

同时民营企业自主整合迈出步伐，河北

普阳、新金、兴华三家钢铁企业主动合并。

———继续加大对环保投入，大力提高环

保水平。企业将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入到节

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一大批企业

新建的原料场防风抑尘网、封密式及半封闭

式棚式仓式原料场投入使用；按照国家“十

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要

求，近２００台套烧结机脱硫改造工程正在抓

紧进行；在烧结烟气循环、转炉干法除尘技术

推广，烧结烟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电袋复合除

尘等难点技术研发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探

索。许多企业注重节能减排与低成本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将节能环保技术做成了产业。

鞍钢加快实施节能环保项目，计划３年投资

７１亿元进行环境治理改造。太钢以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为标准，实施环境整体提

升工程，对各种污染进行严格全方位防控，加

快实施一批环境治理工程。南京钢铁全面对

接国际最先进标准，计划今后３年全方位提

升企业的节能减排水平。一批民营企业加大

环保投入力度，不断改善环保水平。中冶集

团等行业主要设计单位将环保节能工程设

计总承包列为重要的行业服务方向。

三、下半年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有许多有利的

因素，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上半年经

济增长达到７．４％。中央下一阶段经济工作总

的要求是，仍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

调，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仍

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下行压力和困难在一

段时期内会持续存在。从国际上看，世界经

济复苏缓慢，仍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主要

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宏观政策调整存在变

数，新兴经济体增速大幅放缓，面临新的困难

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

更趋激烈。从国内看，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凸显。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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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主要表现是：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需求动力不足；部分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

债务、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问题集中显现，

风险隐患交织。因此，要防止下行压力演变

成惯性下滑的压力。

综合以上分析，国内经济走势仍将保持

平稳增长，但仍承受下行压力。随着国家稳

增长政策措施逐步发挥作用，钢材需求会保

持增长，特别是加快西部铁路建设对钢材消

费会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从整体看，钢

材需求增幅依然有限。钢铁产量受产能过

剩影响，难有大的回落，预计今年全年粗钢

产量增长３％左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状

况，不会有明显的改观，“高成本、低价格、低

效益”的行业运行态势仍将持续。

对此，全行业都要有清醒的认识，保持

全年行业的平稳运行，力争取得比较好的成

绩，难度非常大。对此，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要防范经营风险，特别要加强资

金管理，把资金安全放在首位，要力争资产

负债率不上升。

第二，要继续坚持没有合同不生产，不

付款不发货的企业自律要求。

第三，对下半年钢铁出口形势要有准确

的预判。

四、新常态下我国钢铁工业面临的压力

和机遇

今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

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

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

心态。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中央对

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的决

心。这对于准确把握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特

征，正确认识未来钢铁工业发展环境，积极应

对新挑战，紧紧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新常态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

段，既包括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包括经济质量

的提升。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国经济由高

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模式从粗

放式增长变成创新驱动增长，推动增长的主

要力量，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

元创新；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增长

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新

常态对钢铁工业的影响是深远的、长期的。

（一）今后钢铁行业将面临六个方面的

压力

一是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供大于求，钢材

价格长期低迷的经营压力。

二是自有资金不足，股市融资困难、企业

债券发行成本过高、银行贷款实际利率上升

造成财务成本过高的压力。

三是铁矿石供应受制于人，权益矿比例

过低，供应链利益失衡，钢铁企业自有矿山

（包括国外权益矿）与国际进口矿成本竞争

的压力。

四是环保投入欠账多，环保成本将日益

增加的压力。

五是企业实际上缴增值税率将逐年提

高的压力。钢铁工业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

高峰期已过，按现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抵扣规

定，进项税可抵扣金额将逐年减少，企业按吨

钢销售额的实际上缴增值税金将逐年上升，

实际的销售收入增值税率将逐年提高，在依

法严格税收征管的今后一段时期内（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税转利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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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钢材出口面临着贸易摩擦增多，出

口政策调整，出口难度加大的压力。

（二）企业应紧紧抓住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新常态对钢铁企业来说是压力、是挑

战，但更是机遇，是钢铁加快结构调整，谋求

以改革创新促进发展的新机遇。

第一，要紧紧抓住钢铁行业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的新机遇。新常态意味着钢铁工

业低速增长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并进入深度

调整期。由此将带来市场竞争更加充分，企

业分化进程加快，市场配置资源向优势企业

集中，专业化、区域化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快形成。在这样一个时

期，企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任务非

常紧迫，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对此企业必须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做出长久的努力。企

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要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第二，要紧紧抓住改革创新的新机遇。

实践已经证明，我国钢铁工业的粗放式发展

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由此带来的不利

影响，需要我们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化解。化

解旧有的矛盾，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只有通

过改革创新才能实现。改革创新是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钢铁工业发展到

今天的阶段，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

业，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破

解企业发展难题，向改革创新要红利，进一

步增强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第三，要紧紧抓住需求结构变化的新机

遇。今后，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不会再有每

年７％ ～１０％的增长，将进入较低的增长区

间，同时下游用钢结构也将发生变化，这就

是新常态，也是新机遇。企业要深刻认识新

常态对本企业的影响，要认真研究应对措施。

紧紧跟踪下游行业产品升级带来的用钢新

要求，积极占领消费领域用钢新市场。加快

由钢铁制造商向钢铁服务商转变，努力培育

用钢新领域，创造用钢新需求。

第四，要紧紧抓住发展绿色钢铁的新机

遇。明年１月新环保法将开始施行，地方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实施细则、考核办法陆

续出台，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制定了

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这是目前说中

央和地方最为严格的环保法律和政策。主要

处罚措施包括：对相关污染及超标严重的企

业，实施罚脱硫电价款或追缴排污费，并实行

挂牌督办，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

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将暂停所在城市新

增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

并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国家建设资金。对一

些企业将暂停相关区域新增二氧化硫、化学

需氧量和氨氮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责

令限期整改，逾期未完成的，依法从重处罚。

严格的环保规定，这对于每一个企业来

说都是压力，关键是如何转变成动力，转变为

企业发展的机遇。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典

型，环保方面搞好了，企业才能踏踏实实搞经

营、谋发展。

当前钢铁行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完

成全年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周围，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积极适应新常态，

努力把握新机遇，为促进我国钢铁工业实现

创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徐乐江会长在中

国钢协四届八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劳模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文章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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