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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倒挂”
见习记者 何芳 /文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文

“由于进口矿的价格倒挂，我
们10万吨的电解铜车间已停产 2
年多，因为进口矿越多，亏得越
多，单就进口矿来说，还没到厂就
已经亏损了。”云铜股份冶炼加工
总厂副厂长张邦琪无奈地说。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铜生产国和消费国。

2010年，中国铜矿产量和消费
量分别为479万吨和792万吨，分别
占全球总量的 24.8%和消费量的
41.1%。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铜部处长段绍甫近日表示，2011年
我国国内铜实际需求量会保持在
6%以上的增长幅度，实际消费量
将突破700万吨，达到763万吨左
右。

因为缺口比较大，国内铜冶
炼加工企业对国际市场具有较强
的依赖性，必须依靠大量进口原
料才能满足生产。由于近几年铜
价的节节上涨，一股跟风的投资
热在国内铜市场悄然升腾，一时
间铜加工企业遍地开花，生产能
力的盲目扩张大大超出了国内铜
资源的承载能力，于是一场以放
弃加工利润为代价的压价战在国
内铜加工企业中点燃战火。
“铜加工费其实很薄，白白给

别人劳动，企业只是得到了产能
的维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副会长尚福山表示。

亏损运行

根据 LME （伦敦金属交易
所）的综合铜价行情数据，并折
算为人民币计价，国际铜价和国
内铜价一般存在近 250元的价

差。再根据铜加工行业的成本费
用，单从原材料成本来看，不包
括运输、物流费和其他费用在
内，国内铜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每
进货一吨就得亏损300多元，再
加上日益上涨的物流费、加工费
等等，铜价倒挂（指销售价格低
于原材料进购价格）现象非常明
显。

国内铜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电
力、空调制冷、交通、建筑等行业，
它们占的比重分别是47%、14%、
10.4%、9.2%。那么，价格倒挂给企
业带来哪些后果？造成这种经济
怪相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和
扭转价格倒挂危机，规范市场走
向平稳发展 ？

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张，大大
超出了国内资源的承载能力，这
就为市场的恶性竞争埋下了隐
患。很多企业为了能抢到订单自
戕式地竞价压价，而国外原材料
的进口价格却在不断上涨，结果
就演变成“高价进口原料，低价销
售产品”的价格倒挂现状。
不堪亏损重负的企业只能无

奈地选择停产，然而停产显然也
不是最好的应对之策。由于冶炼
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长时间的停
产可能会直接导致设备报废，损
失将会更大。很多企业在权衡长
远利弊之后还是被迫地选择开
机运转，在盈亏点上苦苦地支
撑，和亏损打起来了时间拉锯
战。
“我压料都可以，不能停。我的

艾萨炉小石料量40吨，那么如果
在料不够的情况下，我可以把料
压下来，压近20吨的料，就把负荷
降下来。”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周浩说。

质量下滑

市场的混乱让整个铜产业都
在低水平发展。过度的靠压低价格
来抢占市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产品质量、品质得不到保证，偷工
减料、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市场，最
终殃及消费者和国家利益。
“我相信我们买的原材料也是

最好的，价格也是最合理的，我们
的管理应该说也是很到位的。我们
这个价已经没有钱赚了，它如果还
要比我便宜个10%到30%的话，我
想不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远东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
锡培无奈地说。
“低于成本价，就造成了产品

质量不合格，技术监督局出了一个
报告，基本不合格率已经占到了
60%左右。”中国线缆商会常务副
秘书长李国林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铜产业链中下游企
业处在盈亏点上苦苦支撑已然成
为普遍现象，那么国内铜产业是不
是正如媒体所披露以及企业所抱
怨的那样存在产能过剩呢？业内很
多专家否定了这一决断。
“这只是加工能力过剩，并不

是产能过剩。2010年，国内铜的表
观消费量约为749万吨，实际消费
量约为63—650万吨左右，不能笼
统地称为产能过剩。造成铜相关企
业微利或亏损以及整个行业低水
平发展的原因，是由于进口铜原材
料的上涨导致的流动资金以及财
务费用的增高，再加上这两年行业
投资增长过度所造成的加工能力
过剩、市场低价竞争所引发的。”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铜部副主任
赵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加工能力过剩

关于产能过剩的界定，国内学
者颇有争议，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
的定义。中国钢铁协会副秘书长戚
向东对判定行业严重过剩给出了
六项指标：一是产品库存持续急剧
上升，销售呈现停滞状态；二是产
销率大幅下降，供求关系严重失
衡；三是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长
期处于成本线以下；四是行业出现
大面积的企业亏损，企业被迫举债
经营；五是一批企业相继倒闭或破
产；六是进口严重受阻，出口不计
成本，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他
认为，如果以上六项指标在相对较
长时间同时存在，就说明产品已经
出现严重过剩。

对照戚向东的六项指标来
看，国内铜产业并不算产能过剩，
而是正如赵波主任说的投资增长
过度所造成的，只能靠市场竞争
来优胜劣汰。只要订单下降，市场
自然就会进行并购重组清除掉一
些规模小实力弱的企业，而后重
新洗牌使供需走向平衡；还有就
是加强政府引导，让企业理性客
观地分析市场前景和市场需求，
别盲目跟风投资。

2010年8月份，工业和信息化
部对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等18
个工业行业进行整顿淘汰落后产
能，共淘汰铜冶炼落后企业6家共
计14.44万吨产能。业内相关人士
对单一依靠淘汰落后产能来达到
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存
在质疑。
“落后产能是淘汰还是允许转

型升级，会不会增加整体产能，这才
是问题。”尚福山不无忧心地表示。

【记者田晶长春报道】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
忠禹 5 月 5 日出席了吉林省企业
联合会、吉林省企业家协会第八届
会员代表大会并讲话。他强调，中
国企联与地方企联相互配合，已在
全国企联系统形成了上下联动、互
相推动的工作局面；要抓住机遇，
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企联的工作；
切实加强企联自身建设，不断提高
服务能力和水平。

王忠禹说，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是随着改革开放
发展起来的，在坚持服务宗旨、发
挥联系政府和企业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和管理现代化、
代表企业利益参加协调劳动关系
工作、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促进企业家队伍成长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王忠禹表示，中国企联是我国
成立最早的经济类社会团体，是企
业、企业家、企业团体的联合组织，
三十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涵盖各类
所有制、各行业和各地区企业的联
合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
的影响力，在国内代表企业参加国
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在国际
上是中国雇主组织惟一代表，其组
织开展的一些重要活动已经成为参
与企业广泛、富有社会影响的“品牌
项目”和“精品工程”，得到了政府部
门的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王忠禹肯定了近年来地方企
联建设发展的成绩。他认为，地方
企联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
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力量，而中国
企联与地方企联相互配合，已在全

国企联系统形成了上下联动、互相
推动的工作局面。

王忠禹对做好企联工作提出
了两点希望和建议：一是抓住机
遇，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企联的工
作；二是切实加强企联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王忠禹说，党中央、国务院历
来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工作，“十二
五”规划纲要还专门论及加强社会
组织建设问题，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新要求也需要企联发挥自己独特
的作用，因此，企联具有良好的发
展机遇和有利条件，抓住机遇，扎
实工作，协会的工作将大有作为。

王忠禹强调，企联的宗旨是服
务，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做到规范
运作、科学发展是履行好服务职能
的基础和前提；各级企联要以服务
质量一流、能力水平一流、发挥作
用一流、规范运作一流和诚实守信
一流为目标，把自身建设搞好。

在自身建设方面，王忠禹认
为，首先，要牢固树立和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的发展理念，紧密
结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其次，要坚持“面向
企业，为企业、企业家服务”的宗
旨，切实做好为企业、企业家服务
各项工作；第三，要进一步树立品
牌意识，推进协会品牌建设，使企
联真正成为政府靠得住、企业信得
过、社会有威信、国际有影响的品
牌协会；第四，要加强队伍建设、制
度建设，规范运作，把队伍建设、制
度建设、规范运作当作实现企联长
远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抓
紧抓好。

确立一流目标
建设品牌协会

王忠禹在吉林省企联第八届
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

距离国家能源局要求的煤炭
兼并重组的最后期限只剩一个月
时间了，继山西省、河南省之后，山
东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
南方多个煤炭主产省份相继拉开
了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的
序幕。

有业内专家认为，此次煤炭资
源整合将有利于产能更好地释放，
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跨行业
整合煤炭资源将成为常态。但是，
由于目前高煤价的因素，发电企业
进入煤炭领域尚属无奈，解决两者
之间的矛盾，关键还需从体制机制
上破解。

产能释放

国家能源局日前要求各地抓
紧制定“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
组”的规划和编制工作方案，最迟
不能超过今年上半年。

目前，除山西、河南两省率先

完成整合外，多省已陆续拉开煤炭
资源整合大幕。山东省已经以 6家
煤炭企业为基础，组建了山东能源
集团，全省煤炭工业形成了以山东
能源集团和兖矿集团两大集团为
主的新格局。

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山东省
下一步的煤炭兼并重组重点布局
是在市县属的企业，根据煤炭储量
的高低，在各地培育煤炭骨干企
业。到 2012年实现兼并重组之后，
山东省市县属企业的最低生产规
模达到 60万吨。

按照规划，6月底前，陕西省
煤炭企业将从整合前的 522家减
少到 120家以内，煤矿数量减少到
450处。到 2013年，贵州计划年产
量 500万吨及以上企业集团的煤
炭产量要达到全省总产量的 60%。
内蒙古煤炭企业最低生产规模将
达到 120万吨/年，企业数量将控
制在 80—100家，形成 1—2家亿
吨级、5—6 家 5000 万吨级、15—
16家千万吨级煤炭企业。

（下转第二版）

煤炭整合
临线冲关

见习记者 原金 /文

有色金属谱系图
通胀之下，如何生存。这是对

企业而言生死攸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中，企业经营

恶化、订单锐减、成本陡增，广东和
浙江等地都发生过成规模的倒闭
潮。而其中，起伏动荡的原材料价
格，几乎吞噬了企业的微薄利润，
让人无所适从。
“比如重要的工业用金属白

银，就是暴涨暴跌的典型。可能1个
月上涨30%、3个月上涨80%，也可
能11分钟下跌12%。你再看稀土，
也是3、4个月就翻了一番。”一位从
事金属期货交易的资深人士对本
报记者说，“你再看拉登一死，全球
的金属价格全部应声下跌，铜铅锌
都一致跳水。金属是工业生产的最
主要原材料，也是投机资金最热衷
的投资品种，这样大幅度的波动，
对企业而言，一不谨慎就会遭遇危
机。”

有色金属对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严格规定生
产指标和控制增长率，说明国家对
有色金属生产的调整和掌控也已
初见端倪。而嘈杂纷乱的有色金属
市场上，资源正在集中于少数企
业，一个全面的谱系图，却依然深
罩于迷雾之中。

产能缺口

近年来，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发
展迅猛，各种矿产的产量稳步提
高。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十种主
要有色金属产量都保持在年均
15%以上的增长速度。2010年，我
国的铜、铝、铅、锌等近十种有色金
属年增长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

度，其中，精炼铜产量为457.3万
吨，相比去年增长11.3%；原铝产量
1619.4万吨，相比去年增长26.1%；
铅产量为419.9万吨,相比去年增长
13.3%；锌产量为516.4万吨，相比
去年增长18.5%。

但在有色金属产量高增长的
同时，不可避免的又会产生另外一
种隐患，那就是我国在产量增加的
同时，有色金属矿产的进口量也在
同时增长，这表明我国有色金属行
业对外依赖程度的加深。

以铜为例，目前，我国铜表观

消费量（产量加上净进口量）已接
近全球消费总量的40%，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铜部处长段绍甫就
曾公开表示，2011年我国国内铜实
际需求量会保持在6%以上的增长
幅度，实际消费量将突破700万吨，
达到763万吨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
我国铜矿产量日益增加，位居世
界第一位，可按照我国目前的国
内铜矿产量，仍然不能够满足国
内持续增长的需求量，二三百万
吨的需求缺口仍然需要通过大量

进口来得到满足。
不仅仅是铜矿，其它有色金属

产业也都有严重依赖进口的现象
发生。有消息称当前我国十种常用
有色金属产量国内矿山自给率不
足50%，铜、铝、铅、锌等矿产都很
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原料生产。

今年三月底，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下发了有关2011年稀有金属
指令性生产计划的通知，对2011年
我国稀土矿开采总量做了严格的
规定，并且要求各地不得额外增加
指标和超计划生产。（下转第四版）

CFP/供图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煤炭工业总体发展目标指

出，煤炭生产以大型煤炭企业、大型煤炭基地和大型现

代化煤矿为主，基本形成稳定供应格局，到 2015年形
成 10个亿吨级、10个 5000万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