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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

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 辛仁周

　　一、国家高度重视企业去杠杆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１日，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

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

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

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至１６日，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

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

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

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

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

业杠杆率。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

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５日，《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

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抓

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加强民生保障，切实防控风险，努力实现＂十

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５日，《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积极稳妥去杠杆。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

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

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

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促进企业盘活

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

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

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

降到合理水平。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３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央企深

化改革降低杠杆工作，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会议提出，要在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中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降杠杆。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完成今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处置

“僵尸企业”和治理特困企业等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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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进展情况

（一）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了总体要

求和主要途径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

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

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５４号），提出了总体要求、主要途径

（７大项）、营造良好的市场与政策环境。相

关部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已出台十

多项降低杠杆率的支持和配套政策，并通过

现场调研、组织培训和工作交流等方式，进

行降低杠杆率政策解读、宣贯和工作指导。

标志着市场化债转股和降低企业杠杆率正

式启动。

（二）建立了工作机制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

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主任徐绍史主持召开去产能、去杠杆、降

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并作了

《统筹谋划 凝聚合力 加力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讲话。会议通报了近一阶段去产

能、去杠杆、降成本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审议

了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试点工作通

知、促进钢结构建筑应用试点方案以及２０１６

年度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工作自评估方

案等文件，研究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６日，去产能、去杠杆、降

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联合召开全体

成员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部际联席

会议召集人何立峰同志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会议传达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

议精神，通报了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２０１６

年工作成效，讨论了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分工，

研究部署了全年重点工作。

多数省份已建立了降杠杆专门工作机

构，并出台了降杠杆的专门文件或工作方案，

排查了解本地区企业杠杆率基本情况，梳理

本地区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潜在对象企业，

协调债转股实施机构与潜在对象企业的

沟通。

（三）中央企业去杠杆积极推进

２０１７年以来，国资委多举措助推国有企

业去杠杆，降低央企负债率。国资委对一些

高负债企业实施负债率和负债规模“双管

控”，通过预算、考核、薪酬、投资管理等方面

联动，加大管控力度。“截至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已有１２家央企与有关银行签订了市场化债

转股框架协议。”此外，国资委还鼓励企业通

过ＩＰＯ、配股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融资，改善资

本结构；支持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盘活

存量资产来筹集发展资金，尽量减少对负债

的依赖。

作为应对去杠杆的重要抓手，目前多家

央企的债转股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中。中国船

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引入八名投资人以债权或现金的方式对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和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合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２１８．６８亿元。此外，

中国宝武、中国一重等一些中央企业的债转

股工作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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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国企也纷纷通过债转股降低

杠杆率

山西国资委、建设银行、潞安集团、晋煤

集团２０１７年上半年签署总规模２００亿元的

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促进煤炭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２０１７年５月，广东省政府明确要求积极

推动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１５０亿元和广东

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亿元的债转股工

作，并积极推动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亿元的债转股工作。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各银行已与超过５０家

企业签署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超

过７０００亿元。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２０１７年 ７月底，各类实施机构已与钢

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

前景的７０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

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１万亿

元。五大行债转股实施机构已获得银监会

批准。

（五）兼并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取得

积极进展

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积极推进。截至

２０１７年７月，深沪两市共发生重组交易９９２２

亿元。２０１７年前７个月，依法审结破产案件

同比上升２８．３％。股权融资规模进一步扩

大。上半年，共有２３７家企业完成ＩＰＯ，融资

金额１１６６亿元，同比上升２５９％。

（六）去杠杆相关工作初见成效

２０１７年７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为５５．８％，同比下降０．７个百分点。其

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６１．１％，同

比下降０．５个百分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披露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前７个月央企利润总额由去年同期的同比

下降３．７％转为同比增长１６．４％，央企资产

负债率较年初下降０．２个百分点。

从数字上看，上述下降幅度不算太大，但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和下行压力较大的

的背景下，成绩来之不易。实际上，２０１７年

的中国经济半年报能够如此亮眼，特别是结

构优化进展明显、工业效益大幅提升，离不开

积极有效去杠杆。尽管６月末广义货币同比

增长９．４％，增速再次创下历史新低，但ＧＤＰ

仍超预期地实现了６．９％的中高速增长，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目前的去杠杆政策

既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了必要

的流动性支持，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

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钢铁行业企业去杠杆情况

（一）规模以上工业负债情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负

债率５５．８％，同比降低０．７个百分点。分行

业看，４１个大类行业中有８个行业负债率高

于６０％；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负债率６３．９７％；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负债率６５．８７％；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负债率６４．２７％；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负债率６０．０９％；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负债率６１．９９％；金属

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负债率６４．４１％；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负债率６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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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钢铁行业资产负债情况

有关机构提供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０年以

后，我国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逐步上升并维

持在较高水平。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７年

中，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长期维

持在６０％以下，平均５４．８５％；从２００８年突

破６０％以后逐年上升。在２０１７年３月达到

了近年来的高点。

２０１６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有关部门大力推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钢铁行业效益得到改善，钢铁企业不

断优化资产结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

工作成效开始显现，钢铁行业负债率从２０１７

年３月比较高的水平，随后逐步下降。

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

总额４．９０万亿元，同比增加２６１８．０亿元，增

长５．６５％；负债总额３．４２万亿元，同比增加

１７０１．６亿元，增长５．２３％；资产负债率同比

有所降低。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７月末重

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７月末重点大中型
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银行借贷方面，２０１７年７月，重点大中

型钢铁企业银行短期贷款为１０７２３．９亿元，

同比上涨 １．３０％；银行长期贷款为 ３９７３．９

亿元，同比上涨４．８９％。其中，短期贷款占

银行贷款总额的７２．９６％，较去年同期下降

０．６８个百分点；长期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２７．０４％，较去年同期上涨０．６８个百分点。

钢铁企业“高杠杆”造成了企业较高的

财务负担。２００１年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财

务费用约为６９元，而２０１６年吨钢财务费用

约为１４１元，较金融危机前吨钢增加近１００

元财务费用。在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政策支持下，钢铁企业不断调整债务结构，

降低吨钢财务费用。２０１７年１～７月，大中

型钢铁企业吨钢财务费用约１３０元，降幅比

较明显。２０１７年１～７月重点中型钢铁企业

财务费用变化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１～７月重点中型
钢铁企业财务费用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三）钢铁行业债转股情况

１９９９年，为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金

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加快国有企业脱困，在

国有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５８０户企

业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协议

转股额４０５１亿元。东北特钢等钢铁企业债

转股。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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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６〕５４号），

提出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截至目前，本轮钢铁行业债转股已签订

框架协议约１５００亿元，涉及中钢、武钢、马

钢、安钢、南钢、酒钢、鞍钢、河钢、山钢、太钢

等１０家钢铁企业。虽然金融机构和钢铁企

业签订了框架协议，但真正实施债转股的企

业属于个例，如中钢、武钢等企业。本轮钢铁

行业债转股框架协议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本轮钢铁行业债转股框架协议情况

序号 钢铁企业 金融机构 规模／亿元

１ 中钢集团 中国银行等６家银行 ３００

２ 武钢集团 建设银行 ２４０

３ 马钢集团 建设银行 未披露

４ 安钢集团 建设银行 １００

５ 南钢股份 建设银行 ３０

６ 酒钢集团 建设银行 １００

７ 鞍钢集团 兴业银行 １００

８ 河钢集团 建设银行 ２００

９ 山钢集团 工商银行 ２６０

１０ 太钢集团 工商银行 １００

总计 １４３０

（四）相关案例

１．中钢债转股案例

２０１６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

发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和浦东发展

银行等六家银行与中钢集团签署《中国中

钢集团公司及下属公司与金融债权人债务

重组框架协议》，按照“留债＋可转债＋有条

件债转股”的模式，对６００多亿元债权进行整

体重组。

２．武钢债转股案例

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操作中，基金成

为主要方式之一。２０１６年８月，建设银行与

武钢集团签订了去杠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通过分阶段设立两只总规模２４０亿元的转型

发展基金，支持武钢集团降低资产负债率与

转型升级，可降低武汉钢铁集团债务约１０个

百分点。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建设银行与武钢集团

共同设立了武汉武钢转型发展基金，基金规

模１２０亿元，出资比例为１∶５，即武钢集团出

资２０亿元，建行募集社会化资金１００亿元。

３．太钢债转股案例

２０１６年底，太钢集团与工行在北京签署

了《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债转股规模不超

过１００亿元，其中４０亿元由工行充分利用现

有条件，采用资管计划增资扩股方式投入太

钢集团下属太钢岚县矿业有限公司；其余根

据企业实际情况分期实施。从与工行提出债

转股意向至资金到位，整个过程不足半年，不

仅让太钢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降低了资产

负债率，改善了财务状况，也为集团２０１７年全

年的财务平稳运行提供了保障。太钢集团通

过债转股、减少贷款规模，缓解了杠杆压力，初

步实现了企业杠杆率和银行贷款不良率双降。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钢铁行业

国有企业去杠杆难度更大。一是钢铁企业的

行业特征。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

又面临产能过剩和去产能的紧迫任务，去杠

杆情况更为复杂。二是钢铁国企肩负着促进

经济增长、职工安置、维护稳定等重任。三是

行业杠杆率更高。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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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末资产负债总额及负债率：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总额９５２，６４８．６亿元，资

产负债率为６５．７５％，同比增长１１．３％；其中

中央企业负债总额５０１，７１６．５亿元，资产负

债率为 ６８．２０％；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

４５０，９３２．１亿元，资产负债率为６３．２２％。而

钢铁行业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平

均水平和其他行业水平。四是既要去杠杆

又要防止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此外，国有企业去杠杆还存在许多共性

问题。有关专家分析认为，主要是存在多方

面的困难所致。除了国有企业承担的职能

过多、背负额外的负担之外，与国有资产处

置敏感、国有银行部门面临较大的损失压力

等因素直接相关。去杠杆意味着资产和负

债两端同时承压。一方面，处置国有企业资

产的过程如果不顺利，就会出现旧账变新账

的情况，这对国有企业的责任人会产生负向

激励；沉没成本、估值损失等价值消失也成

为国有企业资产处置的重要障碍。另一方

面，国企负债主要对应着国有银行资产。国

有企业通过处置资产而承受的损失，有相当

部分要传导到国有银行部门，形成不良贷

款。当前，在金融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大型国

有银行承担着较大的资本金压力。国有银

行部门为了规避不良贷款，积极配合国有企

业去杠杆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四、相关举措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３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当前要抓住

央企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把国企降杠

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做好降低央企

负债率工作，并提出五方面举措。一要建立

严格的分行业负债率警戒线管控制度。二要

建立多渠道降低企业债务的机制。三要积极

稳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督促已签订

的框架协议抓紧落实。四要强化问责，对负

债率持续攀升的企业要约谈提醒，对造成重

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严肃追责。五要在推动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

降杠杆。

会议要求制定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央

企降杠杆减负债的指导意见，推动央企资产

负债率总体持续稳中有降，促进高负债企业

负债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钢铁行业去杠杆的具体举措主要有以

下七方面：

（一）坚定推进去产能，加强企业管理，

促进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好转

钢铁企业正常经营、稳定运行、效益持续

改善，增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巩固和增强造

血功能，是实现去杠杆的治本之策。由于去

年以来钢铁行业去产能特别是今年上半年

打击“地条钢”，钢铁行业形势好转，企业正

常盈利有了保障，去杠杆才能顺利推下去。

钢铁企业要降本增效，加强管理。东南钢铁

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废气发电，每个月能节省

电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利用废渣回收生产水泥原

料，每年能产生上亿元的经济效益。

（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的杠杆之重，与投资冲动有很

大关系。前些年，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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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速度、规模，有的甚至不惜以高负债为

代价；一些企业负责人“新官不理旧事”，热

衷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出新业绩，企业却债

台高筑。这背后则是企业考核评价机制有

待改进。国有企业降杠杆须标本兼治，关键

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

真正成为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

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三）改善对钢铁企业的金融服务

２０１７年７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强调指出，要回归本源，金融要把为实体

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是实

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

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

本举措。去杠杆，解决资金空转，遏制资产泡

沫，不仅是扭转资金脱实向虚、修复经济结

构性失衡的必由之路，也是主动防范化解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招。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通过多种方式

助力企业去杠杆：

一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支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取资金，加大

对企业股权融资、发债、并购融资等直接融

资的支持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融

资成本。

二是通过债委会等创新形式，提高企业

债务杠杆约束。

三是支持金融机构创新，提供包括债

权、股权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提升金融服务

的效率和水平。

（四）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债

转股

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是实现企业杠杆

率和银行不良率“双降”的有效手段。从实

践经验来看，债转股在支持企业去杠杆方面

具有明显优点，能促进困难企业转好、融资结

构转变、商业银行转型。债转股有利于缓解

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压力，提升支持、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同时，也为商业银行综合化经

营打开一条通道。

总体而言，与上一轮债转股相比，目前我

国司法、体制、社会环境等方面有了很大进

步。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无论是政府

还是银行、企业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各方实力

明显增强，经验更为丰富，抗风险能力也更

强。从债转股的退出机制来看，当前多层次

资本市场也更为发达，并购重组活跃，这使得

退出渠道比以往更为顺畅，为市场化、法治化

债转股打下了良好基础。

要正确全面认识债转股。债转股不是由

政府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也不是将企业债

务一笔勾销，而是由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转

变为债转股实施机构与对象企业间的投资

和被投资的股权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

变为按股分红。借鉴以往债转股的经验，要

加快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抓紧落实已签订

的债转股框架协议，支持债转股实施机构多

渠道筹资，出台《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

机构管理办法》等文件。

（五）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兼并重组是国企去杠杆的有效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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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国企的资源整合和使用效率，进而

降低企业杠杆。由于国企的高杠杆率和产

能过剩问题经常同时出现、相互交织，推进

国企兼并重组还应与去产能工作有效结合，

切实依法依规处置僵尸企业。

（六）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去杠杆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

融去杠杆是保障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抓手，

是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关

键举措，其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之一。金融去杠杆不仅有利于金融

健康发展，而且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短期内，金融去杠杆使资金面承

压，有可能带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利率上

行，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可能为钢铁行业

去杠杆带来新的问题。要在实施过程中把

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力度，有效引

导市场预期，加强政策协调和市场主体沟

通，避免在处置风险过程中发生新风险，把

短期阵痛控制好，为钢铁行业和实体经济去

杠杆创造良好的条件。特别是要减少对有

市场、有效益钢铁企业的抽贷。要认真解决

其他领域高杠杆风险，特别是要妥善解决以

地方债、影子银行、僵尸企业为代表的高杠

杆“灰犀牛”，严控期限错配和杠杆投资，才

能为钢铁行业去杠杆创造良好的环境，为经

济稳中有进、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七）为钢铁行业去杠杆创造良好条件

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完

善对国有企业的考核。继续做好清理不合

理收费等降成本工作。严格执行相关法律

法规，加强市场监管，为优势企业发展创造条

件，为钢铁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温子龙 校对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３９页）

粒子群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ＰＳＯ）

（３）约束满足技术。约束满足技术是一

种组合优化问题的建模与求解技术，它能以

更加接近于现实世界的方式描述调度问题

及其约束，利用变量之间的约束关系从变量

的值域中预先或动态地消除非法解、修剪搜

索空间、减少组合爆炸、降低计算复杂性，从

而减少求解组合优化问题的计算量。

五、结语

钢铁企业生产计划体系管理过程涵盖

销售、生产、质量、物流等多个方面，是钢铁企

业的核心价值增值过程，是钢铁企业优化管

理、提升效益的关键环节。钢铁企业亟需借

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来实现企业精细化的管

理，推动行业真正实现由计划生产向定制化、

个性化生产转变，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ＡＰＳ）在建立钢铁

企业四级生产计划体系的基础上，针对具体

问题，构建不同的数学模型，并通过智能算法

进行求解，可以有效解决企业生产计划和生

产调度的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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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保持钢铁行业平稳运行的认识

□ 顾建国

　　自２０１７年初以来，钢铁行业总体呈现稳

中向好的运行态势。钢铁行业的“稳中向

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钢材价格合

理回升；二是合规钢铁企业生产有序增长；

三是大多数钢铁企业经济效益在去年实现

盈利的基础上继续好转，一些由于各种原因

长期亏损的钢铁企业也实现了扭亏为盈。

全行业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容易。

一、钢铁去产能工作是保证行业稳中向

好的基本条件

钢铁行业实现稳中向好，既是国家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钢铁过剩产

能，彻底取缔“地条钢”等政策措施强有力推

动下的结果，也是全行业广大企业奋力拼

搏，辛勤努力的结果，既有外部经营环境改

善的因素，也有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

作用。

过去，大量“地条钢”不仅加剧了钢铁市

场中供大于求的矛盾，而且使合规企业面临

着低价格的不公平乃至恶性竞争，是导致钢

材价格长期低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彻底

取缔“地条钢”避免了“劣币驱除良币”等极

端现象的存在，使“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得

以充分体现，企业竞争的层次亦由价格竞争

逐步向品质竞争、技术竞争、服务竞争转变。

通过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彻底取缔“地

条钢”，钢铁行业合规产能利用率基本恢复

到了比较合理的区间，行业整体效益得以持

续改善，钢铁协会多数会员企业实现了盈利。

２０１７年１～７月份，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

简称“钢协”）会员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２．０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９２％；盈亏相抵实

现利润总额 ７０４．２１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６１．６９亿元；销售利润率３．４２％，是２０１１年

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多数企业都实现了盈

利，提振了行业、企业的士气和信心。

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彻底取缔“地条钢”

为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企业

转型既需要谋划也需要投入。在前几年困难

时期，企业生产经营十分艰难，面对的是既没

精力转型也没实力转型的尴尬。现在效益好

转，为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经济基础。

同时，在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格局

下广大企业对自身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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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更加深入，思路更加清晰，对转型升级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更加充分。

二、实现钢铁行业持续稳定向好需要关

注的几个问题

当前钢铁行业的平稳运行还存在着一

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

不仅影响到行业的平稳运行，也会给化解钢

铁过剩产能带来负面影响。

（一）辩证地看待钢铁行业现有盈利

水平

２０１６年以来钢铁产品价格是恢复性上

升，行业走出了连续几年价格下滑的境地，

企业有了点利润，但这一事实被部分机构放

大。社会上都在传钢铁的利润吨钢达到了

８００元、１０００元。从吨钢亏损上百元到吨钢

盈利８００元，这一反差太大了。这不仅仅向

社会传导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信息，同时也带

来负面影响。２０１７年１～７月份，钢协会员

企业吨钢利润平均为１７９元，和社会上所流

传的吨钢盈利８００元差距甚大。社会上传的

吨钢盈利８００元是市场价格（剔除增值税）

与主要原燃料价格（剔除增值税）、部分制造

费用估算出的差值，并非企业财务核算的息

税前利润（ＥＢＩＴ），也不是息税折旧及摊销前

利润（ＥＢＩＴＤＡ）。２０１７年前７个月，协会会

员企业期间费用平均为３７４元／吨钢，平均折

旧额为１９８元／吨钢，在扣除期间费用、部分

折旧额以及相关税费后所得到的净利才基

本与会员企业真实盈利情况较为接近。因

此，谈钢铁行业盈利水平还是要以净利润为

基准，一味地以所谓的毛利润为评价标准不

仅会扭曲事实，误导社会对钢铁行业的认识，

甚至会人为激化钢铁与上下游行业的矛盾。

由于多数“地条钢”企业是以长材为主，

彻底取缔“地条钢”使部分地区长材供应在

局部时段出现供需失衡，衔接调整需一段时

间，加上中间环节对市场预期的炒作，导致长

材利润高于板材利润。同时行业中企业间差

距较大，确实有极少数长材企业因成本优势、

产品的区域比较优势以及财务负担轻、资本

运营措施多等便利条件，从而在一定时间内

吨钢利润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但个别企业

业绩不能代表行业整体盈利情况；前７个月

会员企业亏损面为１１％，我们同样不能用少

数亏损企业的业绩来代表整个行业的盈利

水平。

今年１～７月份的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

为３．４２％，创近６年来的新高，但仍远低于

整个工业行业６．０９％的销售利润率。同时

由于前几年钢铁行业遇到了经营困难，企业

普遍采取了更有力的降本增效措施，大幅度

压缩原燃料库存，大幅度降低备品备件储备，

大幅度减少维修维护费用等，大部分企业折

旧率维持在允许范围的下限，会员企业固定

资产折旧水平比十年前差了４～５个百分点，

如果恢复到２００７年的折旧水平，或将吃掉钢

铁行业目前的大部分利润。因此，钢铁行业

整体盈利水平仅仅是出现好转，尚有一定的

提升空间。

钢铁行业的盈利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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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财务指标依然不容乐观，如会员企业

资产负债率接近７０％，流动比、速动比都还

处在历史上的低水平。另外钢铁企业的盈

利水平高低与主要原燃材料的价格高低有

着很直接的关系，近几个月钢铁原燃材料价

格出现快速上涨的势头，涨幅已超过了钢材

价格的涨幅。７月份会员企业在钢材产量、

销量环比上涨、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主营业

务利润竟然与６月份持平，表明钢材销量的

增长及高价格并没有带来行业利润的增长。

这一现象在以往也曾出现过，甚至在个别月

份出现了钢材价格大幅上涨而多数会员企

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的极端现象。虽然当

前钢材价格总体上还处于下游用户可承受

范围，但钢材价格上涨过快也会给下游用钢

行业带来了一定的成本压力，并不利于打造

均衡发展的钢铁产业链条。从目前钢协调

研情况看，会员企业普遍希望行业保持平稳

运行，整个行业追求的是持续盈利而不是单

纯的钢材高价格。

（二）辩证地看待环保执法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习总书记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前国家对生

产企业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钢铁企业必须

花大力气做好环保工作，不能心存侥幸，更

不能做表面工程。２１世纪这十几年来，随着

工艺装备的更新，随着对环保认识及投入的

提高，钢铁行业的环保指标有了极大的改

善。有些钢铁企业的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

过发达国家的企业。但是由于钢铁企业数量

多，环保措施参差不齐，各区域内企业疏密程

度不一，总体上看还有差距，部分企业的确存

在着环保装备投入少，环保设施运营不规范

等问题。

当前国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环保的问

题，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企业要做好自身的

工作，该投入的投入，该完善的完善，真正做

到达标排放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我们的

环保水准很高，或许城市钢厂搬迁就不那么

迫切了，甚至就不需要了。同时我们也强烈

呼吁地方政府在环保措施上对那些达标企

业不搞一刀切，不能让少数地方干部的懒政、

简单行事而造成企业对强化环保工作的抵

触。钢铁生产的特点之一是连续作业，开开

停停是很糟糕的事，也折腾不起。化解钢铁

过剩产能，特别是去除“地条钢”，实实在在

地减少了供给，腾出了市场空间，是合规企业

的增产和出口减少补上了这个空缺，但个别

品种、个别区域仍会出现供给失衡的情况，因

此一旦有人拿环保说事，就很容易被认同。

既要强化环保又要满足市场需求，如何做到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行，需要制定科学的

环保措施，更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与支持。

（三）加快废钢铁资源综合利用，优化资

源供应配置

近期媒体报道废钢出口大量增长，经查

多为轻薄料废钢，说明地条钢企业原来消纳

了大量的废钢资源，地条钢企业被取缔之后，

这些轻薄料的消纳一时有困难。同时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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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废钢铁加工配送体系不能完全满足

炼钢的需要。电炉流程短，更低碳环保。

２０１７年二季度以来，长流程企业吨钢废钢耗

量大幅度增加，相当多的企业达到吨钢１５０

千克水平，少数企业接近２００千克。除了增

加转炉废钢耗量外，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

电弧炉炼钢产能。当前正处在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的攻坚阶段，无选择、无原则地放开

电炉建设，不仅会新增大量电炉钢产能而使

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矛盾的工作成为徒劳，更

会使行业再次陷入无序状态，要统筹考虑妥

善处理好电炉发展与化解过剩产能矛盾和

结构调整的关系。我们赞成当前应允许合

规电弧炉生产企业恢复生产，鼓励“多吃废

钢，少吃铁水”，同时在不新增加粗钢产能的

前提下，鼓励逐步用电炉置换高炉 －转炉流

程，同步减少焦化、烧结系统。增加电炉钢

比，减少铁矿石的使用。同时要加快包括轻

薄废钢在内的废钢铁加工配送体系建设和

政策完善，只要政策到位、工作到位，很快可

以疏通轻薄废钢出路，也可以大幅度减少轻

薄废钢的出口。最近工信部也要求废钢铁

行业研究相关问题，加快推进这些工作。

（四）推进实质性“去杠杆”

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要把企业、特

别是国有企业的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但

截至目前，钢铁行业的去杠杆工作还不够

快，去杠杆工作赶不上去产能工作的步伐。

去杠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是

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既需要提高

认识、统一认识，又需要政策支持，也有待于

企业自身努力。钢协今年初提出用３～５年

时间，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降到 ６０％以

内。当前，相关各方面都在积极开展工作，但

无疑还需要加大推进力度，使去杠杆步入快

车道。钢铁是重资产行业，现在行业的资产

负债率偏高，特别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相

比之下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这不利于行业

健康发展。

超过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的钢铁企业

更需要把降低资产负债率放在重要议事日

程，特别是企业现在要做的事很多，到处都需

要花钱，所以在投入上量力而行和多盈利或

许同样重要。企业都应抓住当前生产经营状

况好转的有利时机，在调整工艺、产品结构和

人力资源优化的同时着力改善财务资产结

构。６月末，会员企业负债总额３４３４６．４８亿

元，平均资产负债率７０％，但有的企业资产

负债率高达８０％、９０％，甚至超过１００％。高

企的财务费用稍不留神就会拖累企业，行业

里就有这样的案例，个别企业装备、产品、市

场都不错，但因为搬迁、庞大的更新改造投入

等原因造成巨额债务负担而难以支撑。市场

总是有波动的，一旦市场上风吹草动，财务状

况差的企业将会表现出更加困难。行业的平

均折旧率不高，但有的企业则更低，和折旧率

高的企业一比差了好几个百分点，这明显是

个问题。６月末，会员钢铁企业银行借款

１４８０６．３２亿元，其中长期借款 ３９９０．７５亿

元，短期借款１０８１５．５７亿元，长短贷比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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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短贷长用的做法也不合适，个别企业情

况更为严重，财务费用很高。会员企业要紧

紧抓住现在的机会着力改善企业的财务资

产结构，降低财务负担，做好准备迎接市场

变化的挑战。

（五）持续推进钢铁供给侧改革，去产能

还在路上

既然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恢复

到比较合理的区间，那是否去产能可以告一

段落呢？显然不能，去产能还在路上，而且任

重道远。首先按照国发〔２０１６〕６号文件精

神，钢铁行业去产能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的突破口，以去产能为抓手实现钢铁行业

“脱胎换骨”转变、实现钢铁行业既大又强才

是根本目的；其次，随着去产能工作推进落

实，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得以缓解，但钢

铁产量随着经济发展变化、阶段性过剩矛盾

还会出现，而且目前结构性过剩矛盾并没有

很大的改善；同时还要防止“地条钢”死灰复

燃，防止用各种手段“瞒天过海”新增产能；

另外僵尸企业退出和去产能后的债务处置

需要加快。

毫无疑问，今后推进钢铁供给侧改革还

需深化，在继续抓住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更

加注重推进钢铁行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当

前以下几方面迫在眉睫，需要着力推进。

一是通过调整区域布局和企业布局进

一步去产能。优化统筹钢铁区域规划，特别

是现在钢铁产能过大、钢铁企业过多聚集的

区域，考虑到环境容量、消费需求等因素，不

仅不宜再建设钢铁项目，而且应该有序地向

区域外转移产能；

二是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要打破央

企与地方企业重组的障碍，打破国企与民企

的障碍，打破跨区域联合的障碍，加快提高行

业集中度，这方面大企业、骨干企业要带头。

国家应出台兼并重组的鼓励政策，通过兼并

重组优化布局和化解过剩产能；

三是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打造国际

化企业。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企业要思考

自身发展如何融入国家战略之中，如何在国

家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企业作用，要向一带

一路工作走在前面的企业学习，例如振华港

机、河钢集团等企业。要加快国际产能合作，

推动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实施国际化战

略，同时要注意规避风险。

四是推进工艺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

标准。２０１６年底我国电炉钢产量只占全国

粗钢产量的６％左右，这个比例在国际上比

较低。随着我国社会钢材积蓄量的增加，电

炉钢的比例逐步增加不可避免，电炉钢发展

要作为长期规划从长计议而且起点要高。鉴

于目前市场上的低端产品在钢铁产能中仍

有一定的占比，应以质量和技术为条件，抬高

产品准入门槛，通过市场之手进一步有序地

淘汰落后产能。如适时提高钢铁产品标准，

倡导高强化、轻量化，势必压缩低端产品及相

关产能的生存空间，同时也非常有利于节能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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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重点工业行业深度治理及

精准管控方案实施路径分析

□ 彭水岩　卢熙宁

　　安阳是河南省内重要的以工业结构为

主的生产制造基地，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占全

市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在支撑安阳市社会

经济发展的同时，以钢铁、火电、水泥、焦化、

铁合金、有色、铸造、玻璃为代表的八大重点

工业行业也对安阳市的大气环境质量带来

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安阳市作为“２＋２６”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城市空气质量在全部

２８个城市中排名靠后，环保压力空前。特别

是进入２０１７年，迎来“大气十条”收官年，面

对区域空气质量提高与考核的现实压力，安

阳市政府成立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下

发了一系列针对重污染天气的特别管控措

施，但安阳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依然严峻，

如何扭转被动局面，既是人民群众的呼声，

也考验着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和公信力。

因此，由市委市政府领导主抓，委托安

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安阳

市工信委”）聘请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对安阳

市八大重点工业行业进行深度治理系统诊

断，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实现区域大

气污染物的减量排放，以期缓解安阳市面临

的空气质量指标持续倒数的不利局面。

一、环保深度治理及精准管控项目方案

的确定

安阳市之前的应急管控方案对所有涉

气污染企业实行了力度空前的停、限产措施，

但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实际削减并不明显。

各企业非正常生产一方面对设备的正常运

行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使安阳市区域

经济受到较为明显地影响，因此，进行重点污

染源深度治理，提标减排再辅之以科学、精准

的管控措施势在必行。

安阳市工信委就全市八大工业行业环

保深度治理精准管控设想与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以下简称“冶金规划院”）进行多次

深入交流，双方最终确定了《安阳市重点工

业行业深度治理及精准管控方案》。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根据安阳市各工业行业现状

出台“优先”与“门槛”两套标准，并给出“一

企一策”深度治理方案，在企业改造完成后，

承担后期验收工作。安阳市工信委组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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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环保深度治理方案，督导各项目在

方案中规定的时间节点前竣工，同时要求企

业负责人与市、区县主管政府领导签订责任

书，双方全力配合，打好安阳市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

二、环保深度治理及精准管控项目组织

实施

（一）钢铁行业深度治理项目系统展开

１．现场调研

冶金规划院专家团队在安阳市工信委

的协调下，深入区域内１１家重点钢铁企业，

按原料系统、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轧钢等

逐个工序开始实地调研，归纳总结各企业现

存问题，主要涉及：（１）原料系统无组织排

放；（２）烧结烟气湿法脱硫烟尾；（３）高炉出

铁场、矿槽无组织排放；（４）炼钢厂房无组织

排放，有组织产尘节点除尘风机风量不足；

（５）厂容厂貌亟待整改；（６）环保管理水平尚

待提高。

２．标准制定与方案出台

经过历时数周的系统归纳总结各钢铁

企业现状，按工序提出达标要求，涉及末端

治理设施配置、能力、规格参数、监测监管、排

放浓度等，其中“门槛标准”的设定原则是达

到并部分严于国家钢铁行业环保标准特排

限值，“优先标准”要达到国内环保领先

水平。

在行业标准内容制定完成后，冶金规划

院专家团队按照企业现状与改造目标，经过

方案讨论，共提出１０７项“一企一策”深度治

理项目。就两项标准与“一企一策”方案，安

阳市工信委牵头召开专家评审会，邀请国内

冶金行业与环保部门的知名专家赴安阳进

行讨论与可行性分析，最终得到专家代表的

一致认可，保证了标准与实施方案的操作可

行性与指标先进性。

３．市领导召开专项会议与企业签订责任书

安阳市政府召开全市钢铁企业暨重点

行业深度治理提标改造会议，见图１，强调必

须加快钢铁行业深度治理提标改造进度，促

进行业转型发展，补齐短板，实现国家“十三

五”期间所倡导的绿色发展目标。会后，十

一家钢铁企业现场签订责任书。

图１　全市钢铁企业暨重点行业深度
治理提标改造会议

（二）焦化等其他七大行业深度治理项

目协同推进

１．六大重点焦化企业现存问题

六大重点焦化企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煤场无组织排放；（２）煤气净化工艺待提

标；（３）除尘设施配置与能力待整改完善；

（４）湿熄焦工艺废水处理难度大；（５）焦炉煤

气发电气体污染因子排放浓度需控制；（６）

厂容厂貌待整改；（７）监测监管水平待提高。

２．１４家铁合金企业现存问题

１４家铁合金企业现存问题为：（１）原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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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堆取料无组织排放；（２）矿热炉与精炼炉

收尘、封闭效果不佳；（３）除尘设施配置与能

力待整改完善；（４）厂容厂貌待整改；（５）监

测监管水平待提高。

３．其他行业现存问题

其他行业现存问题为：（１）原燃料堆场

无组织排放；（２）封闭效果不佳，外逸烟尘；

（３）除尘设施配置与能力待整改完善；（４）厂

容厂貌待整改；（５）监测监管水平待提高。

４．七大重点工业行业深度治理项目汇总

经过为期数月的实地调研与“一企一

策”方案编制，冶金规划院专家组共提出焦

化行业深度治理项目３０项；铁合金深度治理

改造项目５４项；有色、火电、玻璃、水泥、铸造

等行业深度治理项目共计８１项。

三、环保深度治理项目推进落实与阶段

性成果

（一）深度治理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专家团队为１１家

钢铁企业、６家焦化企业、３家有色金属企业、

１４家铁合金企业、４家电力企业、２家玻璃企

业、１０家铸造企业、２６家水泥企业共７６家大

型骨干工业涉气企业制定了“一企一策”深

度治理方案，并全部在《安阳日报》进行了公

示。其他规模较小的铁合金、水泥、铸造企业

也将对照各行业深度治理标准实施提标改

造。７６家企业所涉及的２７２个深度治理项

目，总投资约６６亿元。其中钢铁行业１０７个

改造项目，投资约４１亿元；焦化行业３０个改

造项目，投资约２０亿元；有色行业５个改造

项目，投资约３０００万元；铁合金行业５４个改

造项目，投资约１亿元；电力行业４个改造项

目，投资约１．８亿元；玻璃行业３个项目，投

资约５０００万元；水泥行业５０个项目，投资约

２０００万元；铸造行业１９个项目，投资约２００

万元。

（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赴现场强化督

导落实

１．召开分行业深度治理提标改造专题

会议

应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由安阳市工信

委组织召开了３次分行业深度治理提标改造

会议，央属、省属企业和县区政府负责人向市

政府领导现场递交了目标责任书，市政府有

关领导要求：“目标责任书就是军令状，要以

脱胎换骨的决心和意志，不遗余力地抓好此

项工作”，见图２。

图２　安阳市焦化、有色、铁合金、玻璃与水泥行业深度治理推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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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现场督导召开项目现场推进会

安阳市市领导亲自带队开展了５次现场

督导并召开了项目现场推进会。市委市政

府有关领导要求：“提标改造关系企业生死

存亡，要按照标准和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并

以“挺身担当、加快治理、确保按时间节点完

成任务”为主旨发表了讲话。

３．日常督导加强暗访

安阳市政府开展日常督导，市工信委负

责同志分别带队赴７６家深度治理改造企业，

开展了１１次现场督导和３次暗访，全力推动

深度治理项目建设实施。

（三）安阳市工信委建立企业深度治理

交流平台

安阳市工信委建立企业微信交流群，使

７６家深度治理企业负责人与项目责任人通

过此平台随时汇报企业深度治理项目完成

进度，并将当天进度上报市领导，共同应对９

月后各个层面的验收核查工作，确保企业按

时达到“２＋２６”城市的特别排放限值标准。

部分企业的深度治理改造项目如图３所示。

图３　安钢永通公司高炉出铁场平坦化与红岩铁合金厂房全封闭改造项目现场

　　四、安阳市重点工业行业深度治理及精

准管控项目实施意义

安阳市重点工业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

理标准与方案的有效施行，得到河南省各级

领导的充分肯定，并督促企业一要系统研

究，全面落实标准；二要配合地方政府，在技

术层面上严格把关完善改造项目；三要优化

整治措施，积极探索环境治理和生产经营新

的发展模式。使安阳市作为河南省践行工

业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化工作与深度治

理改造的示范城市，依托现有深度治理成

果，进一步做好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科学停

限产管控方案，为其他地市乃至其他区域以

工业为主要经济载体的同类省市起到良好

的示范作用。

通过深度治理及精准管控项目的施行，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环保问题的改善，绝不仅

仅是靠一张封条、一份停产通知书来解决的，

而关键在于政府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进行

分类精准管控。对达到标准，规范生产的企

业可以继续生产；对未达到标准的企业，告知

标准是什么、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环保标

准。制定合理的标准是解决工业企业环保问

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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