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陆宝兴 联系电话：021-63212732 E-mail:dalu8@sina.com

8 2017年12月18日

建 筑 钢 材

近日，辽宁省本溪市发改委、工
信委、质监局、公安局、电力公司五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取缔“地条
钢”长效机制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力求通过多种手段，常态
化压缩“地条钢”存在的空间。

据介绍，“地条钢”危害巨大，
因工艺落后，严重影响建筑工程的质
量，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炼制“地条
钢”大量耗费电力资源；生产企业对

环境污染严重；一些“地条钢”假冒
正规品牌流入市场，严重干扰区域钢
材市场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本溪市本次下发的取缔“地条
钢”的《通知》要求，各县区政府作
为取缔“地条钢”工作的责任主体，
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通过常态化管
控机制，确保“地条钢”企业在本溪
销声匿迹。

（丛焕宇）

本溪建立取缔

“地条钢”长效机制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近日对外发
布的 《2018 年中国钢铁需求预测成
果》(以下简称报告)预计，2017年中国
钢材实际消费量为7.25亿吨，同比增
长7.7%，2017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32
亿吨。

报告称，2017 年以来，受益于
全球经济超预期复苏和国内经济稳中
向好发展的拉动，建筑、机械、汽
车、能源、造船、家电、集装箱等主
要下游行业钢材消费量均保持良好增
长态势，促进中国钢材整体需求量较
快增长。

展望 2018 年，报告预计，2018
年中国经济发展将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各主要下游行业钢材需求仍将持
续增长，但增速放缓，预测 2018 年
钢材需求总量为7.30亿吨，同比微增

0.7%。
根据钢材实际消费量、净出口量

以及2017年1～10月钢铁生产数据分
析，预测2017年和2018年中国粗钢
产量分别为8.32亿吨和8.38亿吨，同
比分别增长3.0%和0.7%。

近来，中国钢材价格持续反弹，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指
出，近一年来，中国经济向好，钢材
主要下游行业涨势良好，加之中国钢
铁“去产能”进程加快，使行业供求
关系好转。他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
国钢价仍将在高位徘徊，不会大涨大
跌。

报告还预测，2017 年全球钢材
消 费 量 为 16.19 亿 吨 ， 同 比 增 长
5.1%；2018 年为 16.4 亿吨，同比增
长1.7%。 （陈溯）

机构预计：2017年中国
粗钢产量8.32亿吨

经过近一年集中整治，我国全面取
缔“地条钢”取得明显进展，钢材市场
秩序进一步规范。但调查发现，由于

“地条钢”生产工艺简单、隐蔽性强、
利润空间大，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条
钢”生产顶风作案新趋势。

有关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取缔
“地条钢”，一方面要继续保持高压严管
态势，通过有奖举报等方式广泛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另一方面要化解过剩产
能，抓住高耗电这一关键点，完善企业
用电量监测预警机制，防止“地条钢”
生产死灰复燃。

高压禁令挡不住“地条钢”死灰复
燃，仍有顶风违法新上的黑加工点

清理整顿“地条钢”是党中央、国
务院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家要求各
地要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彻底清除

“地条钢”，尤其是严防落后产能死灰复
燃。

如今取缔时限已过，仍有地区企业
违反禁令，顶风新上“地条钢”。

2017年8月初，内蒙古人沈某某开
始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普能焦
化厂闲置厂区建设“地条钢”加工厂
房、安装设备，10月7日正式生产，接
到群众举报后，10 月 10 日被勒令停
产。目前，公安机关已对违法业主沈某
某实施立案侦查。

在这一“地条钢”加工点所在地，

相关设备都已被拆除。但现场还能看到
当时供电使用的两根输电线杆、几根钢
筋和塑料管，以及一个大型水槽。

经专家组确认，这一加工点共生产
“地条钢”钢坯约239吨。根据购进原料
量、用电量、设备生产效率等方法测算
的产量看，这个加工点的“地条钢”没
有外销。

根据七台河市的通报，该黑加工点
没有任何手续，是顶风违法新上的黑加
工点。此前，国务院督查组在督查中也
发现，各地顶风作案现象屡禁不绝：天
津有2家企业违规生产“地条钢”；湖南
一家已经拆除“地条钢”设备的企业，
又将3台生产设备移回原位，试图恢复
生产。

一吨“地条钢”纯利超过 1500
元，有黑加工点一天能赚十万元

尽管国家持续高压打击，但“地条
钢”生产仍有死灰复燃态势，这背后，
新上“地条钢”的巨大利益诱惑、低门
槛的生产工艺、极其隐蔽的生产环境，
是一些企业顶风“作案”的主要原因。

一位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目前一
吨废铁约1100元左右，按照一吨废钢铁
原料出 0.8 吨“地条钢”测算，一吨

“地条钢”成本大约1300多元。而一吨
“地条钢”的市场价却在 3000 元左右，
每吨“地条钢”的纯利润在1500～1800
元左右。按照七台河这个黑加工点每天
60吨左右的加工量计算，每天能赚十万

元。
“市场有需求，中间有利润，进入

门槛还低。”在七台河这个“地条钢”
黑加工点，原料废钢铁是沈某某从当地
废品收购站购进的，4 台 3 吨中频炉、
一台连铸机等“地条钢”生产设备，是
从河北省唐山市二手市场买的。“组装
的时候也很简单，把炉子一放，地脚螺
丝拧拧就完了”。

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某
地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介绍，在有的黑
加工点，中频炉通上电以后，把废钢铁
往炉子里一扔，化成铁水后灌入容器
中，最后再往模具中倾倒，冷却后“地
条钢”就制成了。

隐蔽性强、不易发现，也是一些企
业和加工点敢于顶风上“地条钢”的原
因。如调查发现的东北某地“地条钢”
黑加工点就位于一家废弃焦化厂院内，
远离公路。此前，华北某地新发现的

“地条钢”生产地也位于相对偏远的乡
镇。

一位钢铁业人士介绍，从过去几年
的“地条钢”查处情况看，“地条钢”
生产加工已有由南向北蔓延趋势。

杜绝“地条钢”死灰复燃：抓住用
电“牛鼻子”，“全民皆兵”堵死角

针对在“地条钢”加工过程中的失
职失察问题，各地查处问责不手软：天
津市已通报了北辰区取缔“地条钢”工
作不力、失职失责行为，并对北辰区12

名有关人员进行问责；黑龙江省也将有
关案件在全省范围内通报，并约谈有关
单位。七台河市对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信委、茄子河区政府等单位的12名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处理，一些主要负责人给
予行政警告处分。

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必须长期
保持高压态势。据悉，七台河市已按属
地管理原则，实施包保和包片制度，层
层签订责任状，将责任逐层落实到具体
干部和责任人，坚决排查打击取缔“地
条钢”。

一些干部认为，仅靠问责并不能彻
底斩断“地条钢”生产链条，要想从根
本上杜绝“地条钢”生产，还需抓住防
范关键点，广泛调动社会力量。

有专家建议，打击“地条钢”要抓
住电力这个关键点，完善企业用电量监
测预警机制。据介绍，“地条钢”生产
过程需要大量电力，否则就没法生产。
可严密防控一些有自备电厂的企业，对
为“地条钢”等淘汰落后产能生产者供
电企业，要按照上限处罚并顶格处理。

调查发现，包括黑龙江、河北、天
津等省市在内的全国多地都已建立有奖
举报制度。一些群众认为，“全民皆
兵”有利于解决一些盲区监管问题，特
别是能及时发现隐蔽性强的黑加工点。
可继续提高奖励金额，完善举报机制，
更好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管建涛）

多地“地条钢”加工点顶风作案

□兰格钢铁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陈克新

近段时期，国内螺纹钢价格出现较
大幅度上涨，期现货吨价逼近或者已经
越过5000元整数关口，同比上涨3成左
右，创下3年来新高。

全国螺纹钢所以出现较大幅度上
涨，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
素。

首先是限产的不对称性。为了防患
与治理雾霾，取暖季节实施限产，虽然
是把“双刃剑”，对于供需两端限产同
样产生抑制影响，这种影响却是不一致
的，具有明显的强弱区别。一是雾霾主
要发生在北方地区，冬季取暖也主要是
北方地区，而这个地区，尤其是华北地
区，亦是中国螺纹钢的最主要产区，占
据全国产量的很大比重。取暖季节钢铁
企业普遍限产后，对于中国螺纹钢的供
应有很大抑制，而冬季北方地区室外施
工本来已经季节性停工，不管限产与
否，对于北方地区需求冲击都不是很
大，这是第一个不对称性。二是从全国
区域来看，雾霾发生频率不高的南方地
区，在北方钢铁企业停产期间，其建筑
施工照常进行，这是限产对需求两端影
响的第二个不对称性。正是因为上述限

产不对称性的存在，所以这段时期以来
全国螺纹钢等钢材社会库存持续下降，
所以笔者还是维持前期观点不变：采暖
限产期间部分钢材品种将会出现供应偏
紧。

其次是资本力量借机题材炒作。限

产对于供需两端影响的不对称性，部分
品种可能因此出现供应偏紧的预期，当
然会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题材。应该
说，现今中国市场并不缺钱，只是进入
实体经济的渠道并不通畅，而有些领域
资金力量却是十分强大。比如市场监测

数据显示，从目前期货与股市中的板块
来看，黑色系今年稳居本轮资金热捧的
第一大板块，成为资金持续沉淀的热门
板块，6月以来相比其他板块资金规模
差距进一步拉大，占总持仓金额比例达
到 34.3%，远高于去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
26%的水平。大量资金进入螺纹钢期货
与现货领域，无疑会使得市场博弈激
烈。也正是因为上述博弈双方力量的强
大，无孔不入地寻觅炒作题材，所以新
一年内供应侧改革、钢铁去过剩产能、
取缔“地条钢”等，还会成为炒作题
材，不会消失，所以说去产能将成为炒
作的长久题材。当然，这类炒作题材不
会总是以同一面孔出现，而是不断变换
形式。比如，新一年内，去产能与取缔

“地条钢”，将以防患“死灰复燃”、巩
固去产能成果、新的环保督查等形式出
现。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段时期以来
国内螺纹钢价格的持续上涨，其价格低
位修复阶段已经完成，进入了利润丰厚
时期(仅就螺纹钢这个品种而言)，由此
也就产生了巩固去产能与取缔“地条
钢”成果的重大挑战，产生了检查监督
与“偷产”之间的博弈，进而增强了螺
纹钢的后市压力。

螺纹钢价格为何大涨？

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科技创新又有
新成果。近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和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联合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
我国自主研发并命名的特种钢材——
索氏体高强不锈结构钢S600E(以下简
称S600E)。这一特种钢材不但有结构
钢的强度与韧性，而且有不锈钢的高
耐腐蚀性，且抗震性能良好。

据介绍，索氏体是在光学金相显
微镜下放大600倍以上才能分辨片层
的细珠光体，是钢的高温转变产物。
在“S600E”这个名称中，S 指的是
索氏体钢，600 指的是其具有 600 兆
帕的屈服强度，E 指的是其抗震性
能。

“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好钢，
这是我们走向钢铁强国所必需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说，S600E是
一项中国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成果，该钢种使传统不锈钢强度极大
提升。作为一家军民融合企业，郑州
永通特钢有限公司不但成功研发了
S600E，而且解决了焊接技术，并达
到规模化生产和大规模工程应用的条
件。

专家介绍，S600E 在 600MPa 屈
服强度下，具有大于20%的延伸率，
耐中性盐雾腐蚀性能是一般碳钢的
150倍以上。同时，其强大的地震能
量吸收能力是通常高强抗震钢的2倍
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表示，该
钢强度高，耐蚀性好，焊接性能和耐
热性能优异，是一种低成本、高性价
比新钢种，可广泛用于跨海大桥、海
洋工程、舰船制造等诸多对强度和可
焊性要求较高的工程建设领域，以及
光伏工程、风电工程和新能源建设等
领域。 （赵永璞）

我国自研特种钢：
地震能量吸收力是抗震钢2倍以上

12月4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
布的《2018全球钢材需求预测成果》和

《2018 我国钢铁需求预测成果》 显示，
受全球经济向好因素影响，2017年全球
各地区钢材消费量均呈增长态势，2018
年全球各地区钢材需求量仍将保持增
长，但部分地区增速下滑。2017年我国
钢材整体需求量较快增长，2018年钢材
需求总量则小幅增长。

2018年全球各地区钢材需求格局
变化不大

《2018 全球钢材需求预测成果》 指
出，2017年全球金融环境改善，周期性
因素和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市场需求复
苏，有效支撑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的
较快增长，全球经济呈现稳步复苏态

势。2018年全球经济将在2017年的基础
上保持稳定向好态势，全球经济继续复
苏、金融市场信心稳定、消费升级等一
系列趋势特征明显，全球经济回升力度
将继续增强。在美国经济复苏逐步深
化、欧元区经济稳步增长的带动下，发
达经济体将持续温和增长态势；得益于
外部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温和回升
以及内需增长强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经济整体向好，成为拉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2018年全球经
济增长仍存隐忧，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
货币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
等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2018 全球钢材需求预测成果》 分
析，根据对全球及分地区经济与钢材需

求，预计 2017 年全球钢材消费量为
16.19亿吨，同比增长5.1%。其中，受中国
钢材消费大幅上升影响，亚洲钢材消费
量同比增长6.9%；非洲同比增长3.9%；中
东和欧洲钢材消费增速相同，分别同比
增长2.0%；独联体、南美洲、北美洲和大
洋洲钢材消费同比分别增长1.6%、0.6%、
1.3%和1.0%。

2018年全球各地区钢材需求量仍将
保持增长，但部分地区增速下滑，与2017
年相比全球各地区钢材需求格局变化不
大，预计全球钢材需求量为 16.47 亿吨，
同比增长1.7%。其中，受中国钢材需求增
速下滑影响，亚洲钢材需求增长1.8%，增
速比2017年下滑5.1个百分点；欧洲、北
美洲和非洲钢材需求增速分别为1.5%、

0.7%和3.5%，增速分别比2017年下滑0.5
个、0.6 个和 0.4 个百分点。独联体、南美
洲、中东和大洋洲钢材需求增速分别为
2.0%、1.1%、3.6%和 1.4%，增速分别比
2017年加快0.4个、0.5个、1.6个和0.4个
百分点。

《2018 我国钢铁需求预测成果》认
为，2017年以来，受益于全球经济超预期
复苏和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的拉动，
我国建筑、机械、汽车、能源、造船、家电、
集装箱等主要下游行业钢材消费量均保
持良好增长态势，促进我国钢材整体需
求量较快增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采
用消费系数法和下游行业消费法对2017
年和2018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进行预
测，并考虑到不同方法的特点及各自的

局限性，对这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
加权计算，预计2017年我国钢材实际消
费量为 7.25 亿吨，同比增长 7.7%。其
中，全国建筑行业钢材消费量3.87亿吨，
同比增长7.5%。机械工业钢材消费量为
1.36亿吨，同比增长6.3%。汽车行业钢材
消费量5800万吨，同比增长4.5%。能源行
业钢材消费量为 3250 万吨，同比增长
1.6%。造船行业钢材消费量约为1400万
吨，同比增长 16.7%。家电行业用钢量为
1170万吨，同比增长8.3%。铁道行业钢材
消费量约490万吨(不含铁道基建用钢)，
同比增长 2.1%。集装箱消费钢材 600 万
吨，同比增长26.7%。

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将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建筑、机械、汽车、造船、

家电、集装箱等行业钢材需求仍将持续
增长，但增速放缓，预计钢材需求总量
小幅增长。根据预测，2018年我国钢材
实 际 需 求 量 为 7.30 亿 吨 ， 同 比 增 长
0.7%。其中，建筑行业钢材需求量为
3.88亿吨，同比微增0.3%。机械工业钢
材需求量预计为 1.38 亿吨，同比增长
1.5%。汽车行业钢材需求量约 5950 万
吨，同比增长2.6%。能源行业钢材需求
量约为 3250 万吨，基本与 2017 年持
平。造船行业钢材需求量约为 1450 万
吨，同比增长3.6%。家电行业用钢需求
量将达到1200万吨，同比增长2.6%。铁
道行业钢材需求量约为510万吨，同比
增长4.1%。集装箱用钢需求量约640万
吨，同比增长6.7%。 （孟凡君）

2018年全球各地区钢材需求保持增长态势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1月份宏观
经济数据。11月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
值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继续回落，但总
体保持在合理区间，符合市场预期，整体
来看无碍今年经济整体走势。钢铁行业
主要指标继续好转，供应持续缩减，利润
稳步提升，相关用钢行业总体保持增长
态势，钢铁业整体向好。

工业生产受限 但利润稳步提升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实际增长6.1%，比10月份回落0.1个百分
点，增速创年内次低。冬季以来，环保限
产影响工业生产，叠加需求弱化，预计四
季度工业增加值将在三季度基础上继续
小幅下行。

同样受环保和采暖限产等影响，11

月全国百家高炉开工率跌至70%水平线，
钢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
月持续回落，同比下降2.8%，1～11月为
同比增长0.4%。钢铁行业相关下游产业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通用设备制造业增
长8.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0.1%，汽
车制造业增长9.4%，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8.1%，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0.5%。

利润方面，前10月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利润总额 2737.3 亿元，同比
增长162.2%，10月份钢铁业利润323.9亿
元。

投资数据连续5个月回落
1～11 月 份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575057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比1～

10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34814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5.7%，增
速比1～10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为60.5%，比1～10月份回落
0.1个百分点。投资数据连续5个月继续
探底，均创年内新低。

分行业来看，受今年环保、去产
能、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建
筑业、采矿业资产投资下滑比较明显，
同比下滑超过20%。与之密切相关的黑
色、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也成为
今年整体复苏的制造行业中少有的投资
下滑的行业。

1～11 月份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3475亿元，同比下降9.0%，其中民间

投资额2772亿元，同比下降11.7%。民
间投资占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
79.8%。从11月份单月数据来看，钢铁
行业单月固定资产投资额344亿元，较
上月减少40亿元，其中271亿元来自民
间投资。

主要用钢行业表现不一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387 亿
元，同比名义增长 7.5%，增速比 1～10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政策面依然偏
紧，由调控影响的房地产销售数据回落
将进一步传导直至影响房地产投资，市
场持续回落调整。

时至年终，频繁出现房企资产重组
或股权转让，甚至地王崩盘的消息浮出

水面，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迭出，对房企资
金及抗风险要求更高。2018 年热点城市
监管趋于常态化，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将继续处于调整状态。部分库存较大的
三四线城市将依然处于去库存进程，城
市分化格局将延续，预计2018年房地产
业的冬季仍未结束。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今年以
来，尽管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回落态
势，但是基建投资的坚挺还是令人欣
慰。1～11 月基础设施投资 126720 亿
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1～10月份
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
投资增长17%，增速提高0.8个百分点；
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23.3%，增速
回落 0.1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

长 24.6%，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铁路
运输业投资增长0.5%，增速提高0.1个百
分点。

钢铁产量出现明显下滑
受冬季采暖限产持续影响，11 月份

粗钢产量出现明显回落。11月份粗钢产
量6615万吨，环比减少621万吨。全国粗
钢日均产量从10月份的233.4跌至220.5
万吨，环比下滑5.54%。

进入冬季，“2+26”采暖季限产的
影响逐渐传导扩大，据兰格钢铁研究中
心监测显示，兰格钢铁网调查的全国百
家中小型钢铁企业开工率已从9月份的
90.9%跌至 71.4%，下跌了近 20 个百分
点。高炉开工率不断创新低，表明未来
一段时间内钢铁供应仍将趋紧。(徐莉颖)

钢铁业指标持续好转 行业整体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