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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

在钢铁行业工作了几十年的全

国人大代表、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陈代富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目前相当多的钢铁企业都在

亏损，亏损程度要比已经公布的数据

更为严重。

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去年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

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4.31%；实现利
润同比下降 98.22%；全年累计亏损企
业 23户，同比增加 15户，亏损企业亏
损额 289.24亿元，同比增长 7.39倍。

陈代富告诉记者，产能过剩是中

国钢铁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

邓崎琳也表示，去年，中国钢铁工业

走过了备受煎熬的一年，钢铁业的运

行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两高两低”，即

高成本和高产能、低增长和低效益。

钢铁业长期粗放发展积累下来的矛

盾短期内难以消除，钢铁产能严重过

剩、产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难以

改变。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粗钢产能

已经达到 9.7亿吨，去年在建高炉却
达到 39座。在全行业微利面前，化解
产能过剩依然是今年钢铁行业的首

要任务。除了严控新建、有序转移、稳

妥退出之外，兼并重组无疑是一条行

之有效的途径。

不久前，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

组的指导意见》，钢铁行业赫然在列。

实际上，近年来钢铁行业的兼并

重组之路走得并不十分顺畅。截至去

年年底，我国前十家钢铁企业粗钢产

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45.94%，前二十
家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到总产量的

60.98%。这距离 2015 年前十家钢铁
企业产量占比达到 60%的既定目标
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困难的形势下，部分国企不

按市场规律办事，导致其成本过高，

是出现亏损的原因之一，而一些民企

则靠钻政策的空子来维持经营。目前

的形势下，钢铁企业早就应该告别追

求规模化增长的路子了。”陈代富表

示。

对于未来，陈代富表示，要提高

员工的积极性，同时要降低原材料成

本和管理成本，才能走出困境。

邓崎琳认为，今年，中国钢铁行

业仍然面临巨大困难和严峻考验。全

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层影响，世界经济

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中国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

下行压力加大；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

剩，供需矛盾极为突出，行业性亏损

短期内难以改变。因物流、人工成本

高等先天劣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

被迫坚守微利不亏的底线，钢铁业仍

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国家缺少代表钢企利益权威发言人
本报实习记者 袁荃荃王学敏

3月 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就“经济社会
发展与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对于制

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他介绍，目前，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

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目前的产能利用率是

70%—75%，风电的利用率不到 70%，而国际上正常产能利用
率应该是超过 80%—85%，而要想回归到合理的状态，必须要
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此引发的问题，不仅是对资源、

对劳动的浪费，也给企业和产业本身带来很大困难，对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非常不利。

钢铁工业长期被产能过剩问题困扰

针对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民革中央以

提案的形式建议用市场化机制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据了解，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性产业，也是长

期被产能过剩问题困扰的行业。2011年我国钢铁产能已超过
8亿吨，行业产能利用率从 84.0豫下降至 75.9豫，下降了 8.1个
百分点，远低于钢铁行业 79豫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水平下限。尽
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抑制钢铁产能扩张，但 2012年上半
年，国内仍新上了高炉 27座，炼铁产能合计新增 3500万吨左
右。钢铁产能还在继续扩张中。

资料显示，在产能过剩及宏观经济放缓、铁矿石价格仍相对

高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12年以来钢材需求总体疲弱，钢材
市场价格竞争激烈，钢铁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已逼近钢铁主

业全行业亏损的局面。根据中钢协统计，2012年上半年会员钢
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仅 23.85亿元，同比大减 95.81豫。据企业内
部测算，扣除投资收益，钢铁主业上半年实际亏损达 l3亿元。

民革中央的提案认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虽然有宏观经

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但也存在深层次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干预

导致缺乏公平透明优胜劣汰标准。钢铁企业规模大，对地方经

济、就业影响非常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受到地方

政府的干预也非常显著。由于政府干预，无法形成公平透明优

胜劣汰机制，难以评判企业经营效率的优劣，市场化的淘汰机

制无从入手。虽然政府通过投资项目审批、推行强制行业准入

等措施，试图建立行政性的优胜劣汰制度，但是由于政策非市

场化，容易受到执行力度的影响，加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

博弈问题，实际效果不佳。二是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

企业退出成本过高。在行业低谷期，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技术

升级等方式，逐步克服产能过剩问题，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常见

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路径。然而，由于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

完善，企业退出所产生的职工安置等巨大社会成本，无论是兼

并重组方还是当地政府，都难以承受。因此，地方政府往往继

续资助企业，或者是引入其他国企，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使企业

能够勉强维持。

通过市场化激活竞争

民革中央建议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应当从建立公平透

明的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手段，激活竞争，实现

产业升级。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民革中央的提案提出了三项

具体方案：

一是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提案认

为，政府应当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制定公平透明的市场规

则，让企业自由竞争。通过市场竞争，有效率的企业不断壮大，

而缺乏效率的企业则退出市场，为有效率企业腾出更大发展

空间，从而实现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二是建立过剩产业退出补偿和救济机制，降低企业退出

成本。提案提出，在目前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

可针对产能过剩行业，由中央政府统筹建立不良资产管理公

司或类似的专项基金，分担企业退出过程中的社会安全成本。

并建议可以由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先承接经营不善企业的股

权，利用国家补贴资金和资产出资收入，解决职工安置等社会

问题。同时建议复制中国银行业的改制中成立四大资产管理

公司模式，将其运用到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中。

三是探索开放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管制，引入外资

触发“鲶鱼效应”。业内普遍认为，由于缺乏市场化竞争环境，

钢铁企业大而不强，影响了行业的整体效率。钢铁行业已经由

需要保护培育，转变为需要引入竞争以提升效率。民革中央因

此建议开放战略投资者使用境外人民币资金，利用 A股平台
战略重组国内 A股钢铁企业，在规模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试点
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跨境自由流动。

“A股钢铁上市公司市值 4000亿元，总量规模适中。大型
钢铁企业均已实现钢铁资产整体上市，企业估值相对透明，交

易透明度高，已具备承接战略重组的基础。开放 A股钢铁上市
公司的战略重组市场，既激活钢铁行业竞争，又为境外人民币

资金探寻新出路，一举两得。”民革中央提案认为。

“钢铁竞争日益无序，产能越控

越大，污染越来越重，高成本、高库

存、低售价，1吨钢的净利润还不够买
一棵大白菜。国家缺少一个代表钢铁

企业利益的权威机构，是造成这一状

况的重要原因。”在十二届人大开幕

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山钢铁

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王守东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用犀

利的口吻指出了目前钢铁企业发展

面临的失控问题。

大中型钢铁企业
销售利润率仅 0.04%

2月 26日，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
司发布了《钢铁行业 2012年运行分
析及走势预测》报告。报告中有这样

几组数据：

2012年，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
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35441.10亿元、利
税 740.89 亿元、利润总额 15.81 亿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4.31%、
54.33%、98.22%。
从当年的行业发展走势看，1—2

月全行业亏损，3—5月略有盈利，6—
9 月又出现亏损，10—12 月有所好
转。

在市场不振、铁矿石等原料价格

上涨的情况下，2012年大中型钢铁企
业销售利润率仅 0.04%。

纷纷跳水的销售收入、利税、利

润总额，悬崖边上跳舞般惊险的行业

年度走势以及低到几乎可忽略不计

的销售利润率，中国钢铁行业的 2012
年简直就像遭遇了电影《2012》中的
“末日劫难”，而更不幸的是，2013年
恐怕仍要继续艰难过冬。

报告对 2013年的行业预判着实
让业内人士唏嘘不已。一方面，虽然

去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出现企稳回

升良好势头，为钢铁行业保持平稳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钢铁行业

产能基数较大，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

仍未有明显改观，市场需求的“天花

板”实难突破。

另一方面，由于美欧日陆续推出

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了铁矿石、煤炭

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

与此同时，2013年国内也将加大节能
减排工作力度，资源、能源价格、财税

等改革步伐会进一步加快，这势必增

加企业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及

运行成本。此外，2013年钢企资金紧
张状况仍将持续，这意味着资金成本

会继续上行。成本的不断攀升导致降

本增效难度骤然加大，无疑为走出

“零利润困局”制造了拦路虎。

除了上述来自市场需求“天花

板”和成本高企的压力外，凶险的国

际贸易环境也让中国钢铁行业的日

子甚为难挨。2012年，针对中国钢铁
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已有 9 起，可谓
爆发式增长。此外，针对我国的反倾

销、反补贴调查，最早由美国、加拿大

发起，之后扩散到欧盟、澳大利亚，目

前东盟国家及巴西等逐渐成为了主

要发起国，这意味着贸易摩擦不仅在

升级，而且在扩围。由于 2013年世界
经济复苏步伐仍然缓慢，这也必然会

激发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此

可预见 2013年钢铁产品出口将遭遇
更大阻力。

王守东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

探究行业困局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提

到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下降等

因素，但这些因素都属于大环境，属

于外因，真正导致行业低迷的原因有

以下两点。

其一，我国钢铁业原料的 60%要
依靠进口，可是矿山都垄断在别人手

里，这也意味着定价权在别人手中，

上游原料价格受制于人了，无论如何

都难以占据上风，这是最首要的问

题。

其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有目共睹，却依然挡不住某些大项目

继续上马。国家一直在预警过剩，提

倡重组，不过中央政府的决定显然没

能得到地方的积极响应。各地为了取

得可观的 GDP增速，为了增加税收和
就业，才不会管是否产能过剩，上个

钢厂就能拉动地方经济，政府何乐而

不为。

面对这两大棘手的问题，王守东

认为，若要从根本上为中国钢铁行业

寻找走得通的道路，就必须为行业寻

找一个真正能发挥积极作用、并且能

发挥到点子上的发言人。他认为，虽

然中钢协一直在致力于整顿铁矿石

市场，并制定了包括铁矿石进口代理

制、重新审核贸易商资质、清查铁矿

石市场流向等在内的一系列整顿政

策，但是目前来看，上述政策进展缓

慢。

解决钢铁行业困境
仅靠中钢协是不够的

某钢协内部人士曾对王透露，进

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涉及各方利益，单

凭中钢协的权限难以促成。就拿已基

本结束的贸易商资质审核工作来说，

之前是哪些在做，现在还是哪些在

做，这就等于中钢协也没做什么。

王守东分析，要想真正解决钢铁

行业困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

是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仅仅靠中钢

协的权限范围是不够的。甚至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这件事情也超越了中钢

协加工信部的可控范围。举例来说，

代理制、进口资质等措施，其实是无

法从根本上改变铁矿石贸易秩序混

乱局面的，唯一的办法是监管铁矿石

进口税票。众所周知，业绩可以粉饰，

但税票无法作假。

不过，中钢协、工信部都很难对

税票进行管理，这涉及财政部门的利

益。

鉴于以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王守东认为，中国钢铁企业亟须找到

自己的发言人。这个发言人的权限应

该取一个微妙的度，既要保证不对企

业的市场行为强势干预，又要保障行

业发展的健康有序以及对外谈判时

的团结有力。

不过，为中国钢铁行业寻找和重

塑这样一个给力的发言人，亦非一朝

一夕之事。王守东建议，目前形势下，

对于钢铁行业而言，应该加大产业集

中度以求行业结构合理化；作为微观

的某个钢企而言，可以做的就是尽可

能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求生存。

尽管目前泰钢已经利用自身优

势找到了可行的发展方式，但王守东

依然在不断地思考整个中国钢铁如

何走出“零利润”困局、如何争取更多

定价权、如何创建更健康有序的市场

环境等行业问题。作为一名全国人大

代表、钢铁行业人士，王守东在采访

末了再次强调，政府必须下狠劲去剖

开纠结的利益关系，为中国钢铁行业

亟须塑造一个更加给力的发言人，否

则国内钢铁行业将仍然处于无序竞

争、低效竞争中不可自拔，如此一来，

产业过剩会更严重，定价权也就成了

妄想。

用市场化机制解决
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山钢铁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王守东

民革中央提案建议
必须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质量

和市场竞争力。
———《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张龙

钢铁企业亏损程度远比公布的数据严重

全国人大代表、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代富

“ 目前社会公平保障体

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可针对

产能过剩行业，由中央政府
统筹建立不良资产管理公

司或类似的专项基金，分担

企业退出过程中的社会安

全成本。

2013年钢企艰难状况仍将持续。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
中国钢铁企业

亟须找到自己的发

言人。这个发言人的
权限应该取一个微

妙的度，既要保证不

对企业的市场行为
强势干预，又要保障

行业发展的健康有

序以及对外谈判时

的团结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