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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钢铁行业面临的
国内外环境和应关注的问题

□ 徐乐江

　　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３年，我国经济实现了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

调整取得新进展。钢铁行业产销仍保持了增

长态势，各企业将“转方式、优结构、提质量、

增效益”作为全年工作重点，积极应对各种困

难和挑战，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加大钢材品种

开发力度，努力消化减利因素，亏损企业大幅

度减亏，行业经济效益略有好转，为支撑国民

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

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钢铁行

业破解发展难题指明了方向，为实现钢铁强

国梦确定了行动纲领，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一、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取得的

成绩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运行简要情况

２０１３年１～１１月累计生产生铁６．５亿

吨，同比增长５．９％；生产粗钢７．１２亿吨，增

长７．８２％（其中河北、辽宁、江苏、山西、河

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新增生产能力投入运

行合计增产钢 ３７１４万吨，占增钢总量的

８８．５％），预计全年生产粗钢７．７５亿吨；生产

钢材（含重复材）９．８亿吨，增长１１．４８％。１

～１１月份，全球主要产钢地区粗钢产量

１４．４８亿吨，同比增长３．２％，中国粗钢产量占

世界的比重达到４９．２％，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２．１个百分点。

１～１１月份累计进口钢材１２８７万吨，同

比增长２％；累计出口钢材５６９７万吨，增长

１２％；１～１１月净出口钢材４４１０万吨，净进口

钢坯５１万吨，材坯合计折合粗钢净出口约

４６４０万吨，同比增加６０２万吨。

１～１１月，国内钢材价格低位运行，与去

年同期相比，钢材整体价格水平降幅超过

５％，国内钢材市场价格指数１１月末为９９．３３

点，比上年同月价格下跌５．６９％，市场呈现

供大于求严重局面。而１～１１月份进口铁矿

石７．４６亿吨，同比增长１０．８８％，进口均价

１２９．１７美元／吨，同比下降０．７９％，行业盈利

仍处于较低水平。

１～１１月累计纳入财务统计的会员企业

产钢５．７７亿吨，同比增长７．７％，实现销售收

入３．３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３％；实现利润

１６１．８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７．５６亿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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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利润率仅为０．４８％，在全部工业行业

中处于最低水平。全行业实现扭亏为盈，但

企业亏损面仍高达２７．９％。

１～１１月份，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

１５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比上年同期的

２１．４％增速回落９．８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含铸造业）投资４６５５亿元，

同比增长２．２％，比上年同期的 ２．７％略有

回落。

在全行业面临严峻困难的生产经营形势

下，钢铁企业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结构调

整步伐，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在产品、技术、管

理、商业模式创新及环保节能等方面取得了

新进展。

（二）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运行存在的突出

问题

２０１３年钢铁行业运行，从总体上看，高

产量、高成本、低价格、低效益态势依然没有

改变。

———国家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

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产品出口

交货值增速均同比回落，难以支撑钢铁产量

持续快速增长，钢铁行业还没有适应这种转

变。２０１３年前１１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由上年同期的增长 ２０．７％，回落到增长

１９．９％。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

比增长１４．３％，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１４．５个

百分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８．６％，

增速同比回落４．２个百分点，其中，通用设备

投资增速回落１１．８个百分点，专用设备投资

增速回落２８．６个百分点，铁矿山投资增速回

落９．８个百分点。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为负６．５％，与上年同期的增长１８．７％，

形成天壤之别。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１９．５％，比上年同期的１６．７％有所加快；用钢

量很大的铁路投资同比只增长２．４％（上年同

期为０．９％）；道路投资成为主要用钢行业少

有的“亮点”，增长２２．６％，而上年同期增长

仅为７．４％。从整体上看，主要用钢行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上是回落的。２０１３

年１～１１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上年同期

的增长１０％，回落到增长９．７％，除汽车产量

增长１４．３％高于上年外，主要用钢行业多数

增速下降。而钢铁行业还未能完全适应这种

转变。

———原燃料高成本，钢材低价格，企业增

产难增效。２０１３年１～１１月进口铁矿石平均

到岸价每吨为１２９．１６美元，比上年同期的每

吨１３０．１３美元，仅降低 ０．９７美元，下降

０．７４％。进口炼焦煤６７３７．６万吨，均价为每

吨１３１．３８美元，下降 ９．８７％（１４．０９美元／

吨），会员企业炼焦煤采购价格平均每吨下降

２６３元，降幅２０．２２％。尽管钢铁企业通过降

低炼焦煤采购价消化大量减利因素，但全年

原燃料、能源价格整体上仍处于高位。而钢

材价格则总体呈持续下跌态势，据会员企业

产钢量８８％的钢材销售结算价格统计，２０１３

年１～１１月全部钢材平均价格为每吨３４５１

元（不含税），比上年同期的每吨３７７４元（不

含税）下跌３２３元，降幅高达８．５６％。至１２

月下旬国内钢材价格指数为９９．４９点，比上

年底下跌５．８２％。八大主要钢材品种价格

与上年底相比，每吨下跌少则近百元，最多的

热轧板卷每吨下跌４１９元。同期 ＣＲＵ国际

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尽管与上年末比也有一

定幅度下跌，但仍维持在１６８．７点。钢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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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过低和进口铁矿石价格过高是当前我国钢

铁行业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企业期望通过增

产以摊薄固定费用，从而改善经营状况的做

法，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降价竞争，使企业增产

难增效。

———企业资金紧张，负债率上升，经营风

险加大。近年来，随着钢铁生产规模的扩大，

钢铁企业的负债水平也明显上升。截至到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末，会员企业资产负债率

６９．７６％（如不含宝钢为７２．７３％），同比上升

１．０９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在８０％以上钢厂

３３家合计年产钢约１．２亿吨。与行业效益

最好的２００７年末相比，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

了１２．４５个百分点。产成品资金占用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１０．４％；企业银行借款同比增长

１１％。同时，应收、应付账款同比分别增长

９．９％和６．７％。

———行业集中度不升反降，恶化了钢铁

业在产业链博弈中的地位。近几年来，非会

员企业的产量增长快于会员企业的产量增

长，行业集中度指标在经过了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１

年的增长后，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连续两年下降。

按钢协统计，以产量前４、前１０位的钢企产量

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衡量，２０１１年分别为

２２．６％，４２．８％，２０１２年 分 别 为 ２１％，

３９．７％，２０１３年 １～１１月分别为 ２０．８％，

３９．１％。集中度的下降不仅使得钢企在与上游

行业的价格博弈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也使得

钢企难以将成本上涨因素向下游传递。

二、２０１４年钢铁行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和应关注的问题

（一）钢铁行业面临的国际、国内市场

环境

从国际看：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欧债

危机、政府关门危机和债务上限后，美国，欧

元区和日本经济首次共同出现了温和复苏的

迹象，但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而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外需疲软、内生增长

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２０１４年全

球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且存在大量

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

不明朗，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调整，新兴

市场国家增速减缓的影响尚难估量，大宗商

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定性，我国出

口面临的外部环境仍不乐观。

从国内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今年经济工作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我

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展望

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改革创新动力不断激发，转型升级出现积

极变化，新型城镇化推进释放的内需潜力依

然巨大。但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

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包括钢铁在内的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严重制约了经

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坚持稳中求进，以改

革促发展，强化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线。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

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强调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有机结合，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总体上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预计增长 ７．５％左右。

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加快步伐，对促进钢铁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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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从钢铁行业看，由于国家坚持稳中求进

的方针，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钢材市场需求仍

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预计２０１４年粗钢产量

８．１亿吨，表观消费量为７．５亿吨，增长３．１％

左右。但受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

缓，下游行业需求增速回落的影响，供大于求

的局面难有很大改变。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

慢，国际贸易保护加剧，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

济增长趋缓，我国钢材出口连续两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的状态难于维持，出口形势不乐观；

受原燃料价格仍处高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环保成本上升的影响，企业降成本难度加大。

同时也要看到，下游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给钢铁工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要充分认识钢铁行业微利经营的长期

性。从产业发展阶段看，中国钢铁工业已经

开始由快速成长阶段向低速、平稳发展阶段

过渡。产能过剩、同质化无序竞争、集中度偏

低、铁矿石谈判缺乏话语权，技术研发难度加

大等问题凸显，且都具备长期性。从时代特

征看，绿色发展、金融深化和收入倍增的时代

特征对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

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基础原材料定价机

制的金融化导致钢铁企业逐步失去对原料、

产品的定价权。从不锈钢和镍的长期相互关

系的历史经验看，金融资本的参与将进一步

压缩钢铁企业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日益

严格的环境标准不仅短期内直接体现为企业

成本压力，而且对钢铁企业的环境经营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随着我国人口红

利期趋于结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水、

电、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钢铁工

业的要素成本进入快速增长轨道。从国际环

境看，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中

国钢铁产品传统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在印

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也面临着本土企业的

竞争。同时，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竞争格局

变化和产业转移加快，导致全球产业转移中

的竞争加剧，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双反”增

加，贸易环境恶化。

总之，行业发展阶段、时代特征和国际环

境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行业微利经营的长

期性。２０１４年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的任务艰巨，制约行业运行质量提高的矛盾

突出，保持全行业盈利面临着很大挑战，对

此，全行业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企业应关注宏观政策变化对企业

发展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

化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对行业运行和发展

都将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要深入思考和关

注以下问题：

第一，真正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是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解

决钢铁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就是为更好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问题，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

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

争，努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效益最

优化，钢铁行业只有真正实现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走出困境。

第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将成为国企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指

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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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

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国务院国资委和

各地方政府将会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对

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强国资监管和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作出部署。当前国有钢铁企业，不

管是中央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在集

团公司层面都是国有独资公司。按照三中全

会的要求，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股权结构多元

化改造将是未来几年国有钢铁企业及其内部

子公司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的治理结构、决

策体系、商业模式、考核机制都将发生变化。

同时，混合所有制也为资本进入和退出钢铁

行业提供了通道，为钢铁产业的市场化重组，

促进国有、民营钢铁企业融合发展，淘汰落后

提供体制基础。

第三，充分认识金融业深化改革对钢铁

企业的影响。《决定》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

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多

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些方面的改革将对企业

经营产生很大影响，企业必须更加关注汇率

和利率的市场化进展，作好预测，降低风险，

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决定》

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

产品，可以预见，今后我国期货和金融衍生品

市场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企业要做好参与

和利用好金融市场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培养。

第四，要密切关注要素市场改革对钢铁

企业成本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

尤其是自然资源价格被低估。地方政府在过

去对钢铁等行业的土地优惠、减免税收、产业

调整等方面存在过度的政策配置，人为压低

了环境、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不仅企

业盲目跟风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而且政府主

导的资源配置并不公平。要素市场改革短期

内无疑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但从长期

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和生产要素市

场化定价机制，将有利于优势企业的脱颖而

出和行业的优胜劣汰，淘汰落后。

第五，要密切关注财税体制改革对企业

的影响。《决定》指出，“逐步取消竞争性领

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推进增值税改革，加

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税收

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

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

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交通运输和铁路运输业今年

都已开始施行“营改增”，建筑和房地产业也

将逐步纳入“营改增”改革序列，这些改革必

将有利于我国钢铁企业公平税负、公平竞争、

加快形成优胜劣汰机制。

第六，密切关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钢铁企业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培育

竞争新优势。重点是探索优势钢铁企业在全

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实现“走出

去”的最优路径与运行模式。随着开放的深

入，钢铁业对外资控股权的限制会逐步淡化，

国外资本、国外钢铁企业将会以更大的规模

参与中国钢铁工业的产业重组，结构调整，国

内市场的国际化竞争特征将更加明显，协会

和企业都需要思考如何应对这种全球化的竞

争，构建全球产业链新优势。

［本文据徐乐江会长在中国钢协２０１４年理

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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