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能9亿吨 需求7亿吨

“以旧换新”求解钢铁之困

本报记者 于萍

从2007年“涨”声一片到如今全行业陷入亏损边缘，

短短几年时间，我国钢铁业便迅速经历了“由盛入衰”的

转变， 上市钢企的每股收益也从2007年行业高点时的

0.63元滑落至2011年的0.14元。而我国粗钢产能已经超过

9亿吨，去年钢材需求尚不足7亿吨，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

犹如泰山压顶。

为了摆脱盈利困境，钢铁行业加快了联合重组、提高

集中度的步伐。 在“淘汰落后”、“等量置换”甚至“减量置

换”的政策引导下，一批大型钢铁生产基地正在沿海地区

紧锣密鼓地建设。 与此同时， 曾经盛行的钢企间横向兼

并、 跨区域重组正逐步被集团内产业整合及上下游企业

纵向重组所取代。

不过，钢企热衷于集团内“以旧换新”式重组能否解

决产能过剩难题，是否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大型钢企在

整合过程中能否解决“整而不合”的矛盾？ 重组后的未来

出路又在何方？在陷入新一轮重组热潮之际，这些问题都

值得钢铁业更为冷静的思考。

重组潮来袭

今年一季度， 我国钢铁业陷入新世纪以来的首次全

行业亏损。在此背景下，加快联合重组、提高集中度，成为

钢铁行业的最紧迫要求， 大型钢企更是加快了集团内部

的产能整合。

近期，首钢股份（000959）、重庆钢铁（601005）等钢企

集中披露重组草案，涉及的资产规模均在百亿元以上。首

钢股份以下属炼铁厂、 焦化厂等全部资产和负债以及持

有的首钢嘉华建材、 首钢富路仕彩涂板全部股权与首钢

总公司下属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资产

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作价183.70亿元，置出资产作价63.23

亿元。差额部分，首钢股份以4.29元/股的价格向首钢总公

司发行约28亿股作为对价。

重庆钢铁的重组方案则更为复杂。 公司拟以3.14元/

股向重钢集团增发不超过19.96亿股， 此外还以不超过

5.38亿元收购重钢集团预估值为198.34亿元的资产及

107.28亿元负债。 与此同时，重庆钢铁拟以不低于2.83元/

股定向增发募集不超过22亿元现金。

不久之前，凌钢股份（600231）也公告了大股东重组、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凌源钢铁集

团重组，中国港中旅集团正式入主。而港中旅旗下的唐山

国丰钢铁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热轧带钢生产商之一，

年产规模达到750万吨钢、720万吨铁、580万吨轧材。

历史总在不断地重演。 我国钢铁工业上一波整合热

潮兴起于“十五”末，贯穿于“十一五”期间。尤其是在2008

年，山东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广东钢铁集团、广西钢

铁集团相继成立， 钢铁业并购重组也推向了高潮。 进入

“十二五”后，行业重组环境、对象以及驱动因素等方面发

生了较大变化，重组步伐却并未停歇。 2011年，钢铁企业

联合重组主要集中于省内重组以及在资本市场上对前期

重组项目的资产整合。期间出现了河北钢铁集团与7家省

内民营钢企联合重组、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广钢集团资产

置换、鞍钢与三钢闽光签订合作协议等一系列重组案例。

然而，历史在重复的过程中也在发生改变。 “当前一

波重组与‘十一五’期间有很大不同，重组的大环境、兼并

驱动因素、重组对象、范围和主体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坦言。

他指出， 此前一轮钢铁业兼并重组主要发生在

2005-2010年，这一时期正处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钢铁业

跨越式发展之际， 钢材市场供需两旺。 特别是2008年之

前，钢铁企业效益普遍较好。 进入“十二五”后，我国提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钢铁工业也步入微利

和低增速时期，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正是因为大环境不同，兼并重组的驱动因素也发生

了改变。”李新创表示，上一波兼并重组以扩大规模、新上

项目和布局优化为主要驱动因素， 而当前的兼并重组更

多考虑的是优势互补、 资源掌控和对技术管理提升的需

求。兼并重组也从企业间的横向重组，转为横向重组与上

下游企业间纵向兼并重组共同推进。“随着我国钢铁企业

竞争力的提升， 以及一些国际钢铁、 矿石并购机遇的出

现，估计下一轮兼并重组有可能迈出国门走向全球。 ”李

新创直言。

旨在产业升级

与过去强势企业兼并濒临倒闭的企业不同，近

年来， 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更多的是强强联合或者为应

对市场挑战而采取的自发性重组和集团内部整合， 以此

实现产业升级以及资源的掌控。 在国家“等量置换”、“减

量置换”的政策引导下，沿海不少大型钢铁项目也在加紧

建设的步伐。

近期，宝钢湛江钢铁项目、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和

首钢迁钢项目相继获得发改委审核通过。而此前，大型钢铁

项目的审批已隐匿三年之久。

千万吨级的项目获批建设是否会引发新一轮产能过

剩？ “当前兴建新项目确实面临着产能过剩、钢厂经营困

难的挑战。 ”我的钢铁网资讯总监徐向春表示，不过从淘

汰落后产能、 调整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 这些项目属于

“以旧换新”。把广东、广西一部分落后产能或技术含量比

较低的产能关掉，之后再上新产能。 这样，保证总产能不

会发生明显增加，同时产业布局也从内地转向沿海。

业内人士指出，“十一五”以来，大型钢厂上马了一批板

材项目，如首钢曹妃甸、鞍钢鲅鱼圈等项目，使板材产能快

速增长。 不过，由于板材需求主要来自制造业，下游的需求

增长不及板材产能增速，导致出现了阶段性过剩。

“虽然存在过剩，但是两大钢铁基地项目要等两三年后

才建成，那时市场环境有可能发生变化。”徐向春认为，当前

部分龙头钢企的技术装备和研发能力较强， 产品有一定的

竞争力。 再加上新建产能位于沿海区域，贴近消费市场，从

地理位置上看存在优势。

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也表示，武钢每年的铁矿石从

海外运到宁波北仑港后， 还要转运两三次才能到达武钢工

业港。 “丢”在长江里的物流成本高达20多亿元。 业内估算，

防城港项目建成后，可以直接节约武钢运费支出。

除了“淘汰落后”、“以旧换新”外，钢企也在加强上下

游产业链的拓展：通过对上游资源的并购整合，提升资源

保障能力， 降低行业运营风险； 通过向下游产业链的延

伸，进一步提升市场掌控能力。

2008年8月，武钢与山西焦煤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和煤炭购销中长期合作协议， 双方共同投资建设

武钢防城港焦化项目；2006年10月，太钢与天津英驰不锈

钢有限公司签订不锈钢废钢长期供需战略合作协议，实

现了世界产能最大的不锈钢公司与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

专业不锈钢废钢收购公司的“联姻”。

目前，钢企下游整合更是延伸到了“非钢”领域，并成为

利润的重要来源。 金银岛数据显示，相对钢铁主业，非钢业

务利润丰厚。 去年武钢集团整体销售利润率为1.67%，而非

钢产业达到3.47%；济钢集团整体销售利润率为0.71%，非钢

产业达到4.11%。 针对这一现状，国内多数钢厂在最新的规

划中都提到了要大力提升非钢业务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沙钢“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实现年销售收入3000亿元，其

中， 非钢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00亿元， 效益贡献力争达到

3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主导

的兼并重组大戏也在不断上演。2011年以来，多个省份的

国有钢铁企业通过渐进式股权融合的方式， 开始加强与

省内民营钢铁企业间的合作。太钢、安钢分别在山西和河

南境内通过渐进式股权融合对民营钢铁企业进行整合，

增强了企业在区域内的竞争优势。

“未来，大型钢铁企业推进联合重组将更多瞄准那些

贴近市场和资源的企业，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进一

步优化我国钢铁产业布局。 ”李新创表示。

还需有效整合

钢铁业兼并重组不断升级， 能否实现有效整合

至关重要。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应对联合重组的钢铁企业

在发展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 在政策上引导和调动

企业联合重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当前跨区域的钢铁整合以及大型钢企之间的整合

已经越来越少。 ”徐向春指出，市场越严酷，重组机会越

多。但是目前行业处于盈亏边缘，一些企业也缺乏跨区域

联合重组的动力。

不仅仅是重组动力的提升， 重组后如何有效实现整

合也是摆在钢企眼前的问题。 作为我国最早进行联合重

组的钢铁集团， 华菱钢铁在重组后一直存在二元制的管

理模式问题，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困难。 据了解，整合后

的一段时期内，下属衡阳、湘潭、涟源钢厂的管理层任命

权并未完全交予华菱钢铁。 由于对二级钢厂的控制力有

限，采购、销售等方面分割而治，导致华菱钢铁经营上出

现诸多漏洞。去年下半年，华菱钢铁终于开始整合集团采

购体系，并进行人员调整，尽力扭转亏损局面。

“钢企重组中确实存在着管理、体制、人员等诸多问

题，也有很多钢铁企业并没有做到实质性重组，而是为了

应对国家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等政策措施而进行的临时

联合，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 ”李新创指出，随着“促进

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精神的进一步落实，钢铁行

业联合重组将更加坚持市场化运作， 依法合规开展兼并

重组，提高联合重组的实效和钢铁行业的竞争力。

如何解决好重组中的各项问题， 显然也不是企业一

己之力能够完成。 今年，工信部计划出台“促进钢铁企业

兼并重组指导意见”，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兼并重组给予具

体扶持政策。相关政策出台也将成为行业兼并重组的“催

化剂”。

业内人士建议， 钢铁行业联合重组需要国家各级

政府大力支持和配合，在税收、财政资金、金融信贷、债

权债务、职工安置、技术改造、土地及矿产资源配置等

方面对企业给予支持帮助，特别是地方政府应为钢铁

企业的联合重组创造良好的环境。

重组主体 参与企业 重组方式 重组时间

河钢集团 九江线材、燕山钢铁、荣信钢铁、鑫达钢铁、新金钢铁、裕华钢铁、金鼎重工 托管

2011

年

1

月

广钢集团 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

2011

年

1

月

吕梁钢铁集团 中阳钢铁、海威钢铁 重组

2011

年

2

月

包钢股份 包钢集团巴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及资产 收购

2011

年

3

月

江苏沿海钢铁集团 连云港兴鑫钢铁、镔鑫特钢、鸿泰钢铁、龙江钢铁和无锡新三洲特钢共同组建 重组

2011

年

3

月

马钢股份 长江钢铁 收购

2011

年

4

月

鞍钢集团 攀钢钒钛 资产置换

2011

年

5

月

安钢集团 凤宝特钢、新普钢铁、亚新钢铁 股权融合

2011

年

5

月

河南沙钢联合钢铁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安阳华诚特钢和河南汇丰管业、河南利源煤焦集团 重组

2011

年

5

月

河北宝信钢铁集团 宝信钢铁、合信钢铁、鹏鑫钢铁、恒丰顺铸管、荣喜钢铁、新方铸造和鸿泰铸造 联合重组

2011

年

6

月

鞍钢集团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重组

2011

年

6

月

宝钢集团 广东钢铁（广东钢铁集团将不再囊括广东两家钢铁企业广钢集团和韶钢集团的资产） 资产重组

2011

年

8

月

太原钢铁 山西省襄汾县星原集团 股权融合

2011

年

9

月

山东钢铁 济钢、莱钢 资产重组

2011

年

11

月

2011年钢企并购重组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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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钢企解困

仅靠重组还不够

□

本报记者 于萍

钢铁业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现如今这

恐怕是钢铁圈内人士思考得最多的话题。

在原材料价格高企、钢材价格低迷这样“腹

背受敌”的情况下，改善钢企盈利能力，恐

怕已经不仅仅是依靠兼并重组就能解决的

事情了。

当前我国正在加紧行业整合，打造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尤其是通

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够较快的实现企业

资源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推进重组的重

要手段。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钢铁企业

纷纷将并购重组作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和综合实力的战略选择，巩固并扩大自己

的市场份额。 近几年既有像河北钢铁集

团、山东钢铁集团、渤海钢铁集团这样通

过整合本地区钢铁资源形成的地区性大

企业集团，又有像宝钢、武钢、鞍钢、首钢、

沙钢等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通过收

购、换股等手段形成的跨地区、跨所有制

的大企业集团。

然而，在重组初见成效之际，困扰行业

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 当前我国钢铁企业效益下滑甚至发生

亏损， 粗钢产量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并屡

创新高，“越亏越产” 的现象揭示出行业不

少问题。 我国粗钢产能已经超过

9

亿吨，尽

管粗钢产量和产能增速放缓， 但是在如此

巨大的钢铁产能基数下， 一旦市场略有好

转，钢铁产量释放速度就将快速攀升。 与

9

亿吨的产能相比， 去年国内钢材消费加上

出口尚不足

7

亿吨，产能与消费之间存在明

显落差。 对此，业内人士直言，中国钢铁业

的市场在未来

5

年内仍有增长空间，但产能

已没有增长空间。

在产能过剩早已成行业共识的背景

下，为什么产能仍会不断增长，值得业内深

思，并应找出根本解决之路。

就短期而言， 面对既成事实的产能规

模， 钢铁行业扭亏为盈走上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绝非易事。 为了渡过当前难关，加

快转型升级，开拓钢材应用新市场，如积极

开发钢结构，扩大钢材消费领域等，不失为

解决方法之一。

有关专家指出， 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

的建筑市场， 平均每年房屋建筑面积约

20

亿平方米，其中钢结构约占

2%-3%

，绝大多

数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砖混凝土结构，还

有少量木结构、 砖石结构及土坯房屋。 此

外，我国公路桥梁数量庞大，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左右，我国公路桥梁将达到

80

万座。

然而， 我国公路桥梁也以钢筋混凝土桥为

主，约占桥梁总数的

85%

，而钢桥占比则不

到

1%

。 相比之下，美国钢结构桥梁占比达

到

33%

， 日本钢结构桥梁占比则达到了

41%

。 显然，我国钢结构建筑比例偏低，钢

结构建筑市场发展空间很大。

此外，在原材料、电力、运输以及人工

成本不断升高后，“降成本”也成为企业“保

盈利”的最直接手段。针对钢铁市场微利化

的趋势， 钢企应针对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

成本优劣势，采取降低物流成本、实现能源

优化、管理流程优化、资产盘活等降本增效

措施。同时积极开发新资源，推进廉价替代

资源的采购。

此外， 钢铁工业还需要不断加强资源

保障， 尤其是逐步建立铁矿石资源保障体

系，减少对于国外矿商的过度依赖，并推进

矿产资源勘探， 提高尾矿回收综合利用水

平，保证国内矿山的有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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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周刊

旨在产业升级

与过去强势企业兼并濒临倒闭

的企业不同，近年来，钢铁企业的联

合重组更多的是强强联合或者为应

对市场挑战而采取的自发性重组和

集团内部整合，以此实现产业升级以

及资源的掌控。 在国家“等量置换”、

“减量置换”的政策引导下，沿海不少

大型钢铁项目也在加紧建设的步伐。

近期，宝钢湛江钢铁项目、武钢防

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和首钢迁钢项目相

继获得发改委审核通过。 而此前，大型

钢铁项目的审批已隐匿三年之久。

千万吨级的项目获批建设是否

会引发新一轮产能过剩？ “当前兴建

新项目确实面临着产能过剩、钢厂经

营困难的挑战。 ”我的钢铁网资讯总

监徐向春表示， 不过从淘汰落后产

能、调整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这些

项目属于“以旧换新”。 把广东、广西

一部分落后产能或技术含量比较低

的产能关掉，之后再上新产能。这样，

保证总产能不会发生明显增加，同时

产业布局也从内地转向沿海。

业内人士指出，“十一五”以来，大

型钢厂上马了一批板材项目， 如首钢

曹妃甸、鞍钢鲅鱼圈等项目，使板材产

能快速增长。 不过，由于板材需求主要

来自制造业， 下游的需求增长不及板

材产能增速，导致出现了阶段性过剩。

“虽然存在过剩，但是两大钢铁基

地项目要等两三年后才建成， 那时市

场环境有可能发生变化。 ” 徐向春认

为， 当前部分龙头钢企的技术装备和

研发能力较强，产品有一定的竞争力。

再加上新建产能位于沿海区域， 贴近

消费市场，从地理位置上看存在优势。

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也表示，

武钢每年的铁矿石从海外运到宁波北

仑港后， 还要转运两三次才能到达武

钢工业港。 “丢”在长江里的物流成本

高达

20

多亿元。 业内估算，防城港项目

建成后，可以直接节约武钢运费支出。

除了 “淘汰落后”、“以旧换新”

外，钢企也在加强上下游产业链的拓

展： 通过对上游资源的并购整合，提

升资源保障能力， 降低行业运营风

险；通过向下游产业链的延伸，进一

步提升市场掌控能力。

2008

年

8

月， 武钢与山西焦煤集

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煤炭

购销中长期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投资

建设武钢防城港焦化项目；

2006

年

10

月，太钢与天津英驰不锈钢有限公司

签订不锈钢废钢长期供需战略合作

协议，实现了世界产能最大的不锈钢

公司与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专业不

锈钢废钢收购公司的“联姻”。

目前， 钢企下游整合更是延伸到

了“非钢”领域，并成为利润的重要来

源。 金银岛数据显示，相对钢铁主业，

非钢业务利润丰厚。 去年武钢集团整

体销售利润率为

1.67%

，而非钢产业达

到

3.47%

；济钢集团整体销售利润率为

0.71%

，非钢产业达到

4.11%

。 针对这一

现状， 国内多数钢厂在最新的规划中

都提到了要大力提升非钢业务在收入

中所占的比重。 沙钢“十二五”规划中

明确， 实现年销售收入

3000

亿元，其

中，非钢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亿元，

效益贡献力争达到

30%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共同主导的兼并重组大戏

也在不断上演。

2011

年以来，多个省

份的国有钢铁企业通过渐进式股权

融合的方式，开始加强与省内民营钢

铁企业间的合作。 太钢、安钢分别在

山西和河南境内通过渐进式股权融

合对民营钢铁企业进行整合，增强了

企业在区域内的竞争优势。

“未来， 大型钢铁企业推进联合

重组将更多瞄准那些贴近市场和资

源的企业， 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

时，进一步优化我国钢铁产业布局。”

李新创表示。

产能

9

亿吨 需求

7

亿吨

“以旧换新” 求解钢铁之困

□

本报记者 于萍

从

2007

年 “涨” 声一片到如今全行业陷入亏损边

缘，短短几年时间，我国钢铁业便迅速经历了“由盛入

衰”的转变，上市钢企的每股收益也从

2007

年行业高点

时的

0.63

元滑落至

2011

年的

0.14

元。 而我国粗钢产能

已经超过

9

亿吨，去年钢材需求尚不足

7

亿吨，严重的产

能过剩压力犹如泰山压顶。

为了摆脱盈利困境，钢铁行业加快了联合重组、提

高集中度的步伐。 在“淘汰落后”、“等量置换”甚至“减

量置换”的政策引导下，一批大型钢铁生产基地正在沿

海地区紧锣密鼓地建设。 与此同时，曾经盛行的钢企间

横向兼并、 跨区域重组正逐步被集团内产业整合及上

下游企业纵向重组所取代。

不过，钢企热衷于集团内“以旧换新”式重组能否

解决产能过剩难题，是否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 大型钢

企在整合过程中能否解决“整而不合”的矛盾？ 重组后

的未来出路又在何方？ 在陷入新一轮重组热潮之际，这

些问题都值得钢铁业更为冷静的思考。

重组潮来袭

今年一季度，我国钢铁业陷入新

世纪以来的首次全行业亏损。在此背

景下，加快联合重组、提高集中度，成

为钢铁行业的最紧迫要求，大型钢企

更是加快了集团内部的产能整合。

近期，首钢股份（

000959

）、重庆

钢铁（

601005

）等钢企集中披露重组

草案，涉及的资产规模均在百亿元以

上。 首钢股份以下属炼铁厂、焦化厂

等全部资产和负债以及持有的首钢

嘉华建材、首钢富路仕彩涂板全部股

权与首钢总公司下属河北省首钢迁

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资产进行

置换。 置入资产作价

183.70

亿元，置

出资产作价

63.23

亿元。 差额部分，首

钢股份以

4.29

元

/

股的价格向首钢总

公司发行约

28

亿股作为对价。

重庆钢铁的重组方案则更为复

杂。公司拟以

3.14

元

/

股向重钢集团增发

不超过

19.96

亿股，此外还以不超过

5.38

亿元收购重钢集团预估值为

198.34

亿

元的资产及

107.28

亿元负债。 与此同

时，重庆钢铁拟以不低于

2.83

元

/

股定向

增发募集不超过

22

亿元现金。

不久之前，凌钢股份（

600231

）也

公告了大股东重组、公司实际控制人

变更事项。公司第一大股东凌源钢铁

集团重组， 中国港中旅集团正式入

主。而港中旅旗下的唐山国丰钢铁有

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热轧带钢生产

商之一， 年产规模达到

750

万吨钢、

720

万吨铁、

580

万吨轧材。

历史总在不断地重演。我国钢铁

工业上一波整合热潮兴起于 “十五”

末，贯穿于“十一五”期间。 尤其是在

2008

年，山东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

团、广东钢铁集团、广西钢铁集团相

继成立，钢铁业并购重组也推向了高

潮。进入“十二五”后，行业重组环境、

对象以及驱动因素等方面发生了较

大变化，重组步伐却并未停歇。

2011

年，钢铁企业联合重组主要集中于省

内重组以及在资本市场上对前期重

组项目的资产整合。期间出现了河北

钢铁集团与

7

家省内民营钢企联合重

组、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广钢集团资

产置换、鞍钢与三钢闽光签订合作协

议等一系列重组案例。

然而，历史在重复的过程中也在

发生改变。 “当前一波重组与 ‘十一

五’期间有很大不同，重组的大环境、

兼并驱动因素、重组对象、范围和主

体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坦言。

他指出，此前一轮钢铁业兼并重

组主要发生在

2005-2010

年， 这一时

期正处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钢铁业跨

越式发展之际， 钢材市场供需两旺。

特别是

2008

年之前，钢铁企业效益普

遍较好。 进入“十二五”后，我国提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结构调整，

钢铁工业也步入微利和低增速时期，

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正是因为大环境不同， 兼并重

组的驱动因素也发生了改变。 ”李新

创表示， 上一波兼并重组以扩大规

模、新上项目和布局优化为主要驱动

因素，而当前的兼并重组更多考虑的

是优势互补、资源掌控和对技术管理

提升的需求。兼并重组也从企业间的

横向重组，转为横向重组与上下游企

业间纵向兼并重组共同推进。 “随着

我国钢铁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一

些国际钢铁、 矿石并购机遇的出现，

估计下一轮兼并重组有可能迈出国

门走向全球。 ”李新创直言。

还需有效整合

钢铁业兼并重组不断升级，能否

实现有效整合至关重要。业内人士认

为，国家应对联合重组的钢铁企业在

发展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在政

策上引导和调动企业联合重组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当前跨区域的钢铁整合以及大

型钢企之间的整合已经越来越少。 ”

徐向春指出，市场越严酷，重组机会

越多。 但是目前行业处于盈亏边缘，

一些企业也缺乏跨区域联合重组的

动力。

不仅仅是重组动力的提升，重组

后如何有效实现整合也是摆在钢企

眼前的问题。作为我国最早进行联合

重组的钢铁集团，华菱钢铁在重组后

一直存在二元制的管理模式问题，造

成了经营管理上的困难。 据了解，整

合后的一段时期内，下属衡阳、湘潭、

涟源钢厂的管理层任命权并未完全

交予华菱钢铁。由于对二级钢厂的控

制力有限，采购、销售等方面分割而

治，导致华菱钢铁经营上出现诸多漏

洞。 去年下半年，华菱钢铁终于开始

整合集团采购体系， 并进行人员调

整，尽力扭转亏损局面。

“钢企重组中确实存在着管理、

体制、人员等诸多问题，也有很多钢

铁企业并没有做到实质性重组，而是

为了应对国家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等

政策措施而进行的临时联合， 处于

‘整而不合’的状态。”李新创指出，随

着 “促进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指导意

见”精神的进一步落实，钢铁行业联

合重组将更加坚持市场化运作，依法

合规开展兼并重组，提高联合重组的

实效和钢铁行业的竞争力。

如何解决好重组中的各项问题，

显然也不是企业一己之力能够完成。

今年，工信部计划出台“促进钢铁企

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 对符合产业

政策的兼并重组给予具体扶持政策。

相关政策出台也将成为行业兼并重

组的“催化剂”。

业内人士建议， 钢铁行业联合

重组需要国家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

配合，在税收、财政资金、金融信贷、

债权债务、职工安置、技术改造、土

地及矿产资源配置等方面对企业

给予支持帮助，特别是地方政府应

为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创造良好

的环境。

IC图片

4月钢企盈利18亿元

中小钢企成增产主力

□

本报记者 于萍

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下游用

钢行业需求增速放缓，我国钢铁业的

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尽管

3

月份以来

钢企盈利状况有所好转， 但

4

月份国

内所有钢企盈利仅

17.9

亿元， 仍环比

减少

14%

，同比更是下降近

97%

。尽管

盈利状况低迷，但粗钢产量依然保持

高位，其中，中小钢企更是成为了增

产主力。

中小钢企产能旺盛

行业景气度不高，但是钢铁业产

能依旧维持扩张的态势。 业内人士指

出，当前我国粗钢产量增长更多来自

民营中小钢铁企业。

根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数

据，

4

月份，非钢协会员企业的粗钢日

均产量增至

37.73

万吨，已较去年最低

点增长了

21.78

万吨 ， 增幅达到

136.55%

， 占全国的比例上升至

18.62%

。 这不仅比去年

11

月份的低点

时提升了

9.03

个百分点，较去年

6

月份

的高点时也增加了

1.59

个百分点。 相

比之下，钢协会员企业的粗钢日均产

量仅比去年

11

月份时增长了

14.5

万

吨，增幅为

9.64%

。 今年

4

月份，非钢协

会员企业的粗钢产量增量已占全国

钢铁增量的

60%

。

“今年我国粗钢产量增长更多来

自于民营中小钢铁企业。 ”冶金工业

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在当前

市场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民营钢铁企

业因具有自身管理灵活、劳动力成本

低、企业负担轻等优势，仍能保持一

定盈利水平，产量增长已超过国有大

型钢铁企业。

从钢企销售收入来看，一季度尽

管出现了行业性亏损，但钢企各月销

售收入环比却呈上升态势， 其中

2

月

份环比上升

9.07%

，

3

月份环比上升

11.18%

。 从盈利状况来看，

2

月起国内

钢铁企业已开始减亏，

3

月份实现盈

利。

4

月份尽管出现环比下滑，行业整

体仍保持盈利， 盈利额为

17.91

亿元。

“当前钢铁行业的盈利水平较前期有

所改善，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也是伴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调节的，不

能简单归结为盲目扩大钢铁产量。 ”

李新创表示。

虽然当前钢企正在走出行业性

亏损的困局， 不过业内人士仍然指

出， 我国钢铁业面临着原料价格高、

财务费用高、市场竞争无序等方面的

挑战，再加上我国钢铁行业资源保障

差、集中度低等深层次矛盾在短期内

难以解决，预计钢铁业整体经营困难

的形势将维持相对较长的时间。

钢市有望震荡上行

从

5

月钢市表现来看， 钢材社会

库存有所下降，但整体仍呈疲弱运行

的态势。 业内预计，近期新项目获批、

政策回暖有望提振市场信心，

6

月钢

市或震荡上行。

兰格钢铁网数据显示， 截至

5

月

31

日， 全国钢材社会库存量为

1594.9

万吨，比

4

月末减少了

152.3

万吨，环比

下降

8.7%

。 去库存速度较上月提升了

1.3

个百分点。 其中，建筑钢材库存量

为

853.1

万吨，环比减少

118.7

万吨；板

材库存量为

741.8

万吨，环比减少

33.6

万吨。 此外，

5

月份钢铁流通企业库存

水平指数为

26.4%

， 较上月下降了

7.1

个百分点，反映出企业库存压力持续

下降。

“尽管目前钢市仍是疲弱运行，

但需求仍然存在，导致钢材社会库存

持续下降。 ”兰格钢铁网研究中心王

国清认为，库存的下降也与钢贸商的

操作模式转变有很大关系。 “现在很

多钢贸商不存货，采用低库存甚至零

库存的做法来降低库存导致的资金

压力，有需求才从钢厂直接将货物送

到需求方。 ”王国清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

6

月份将逐步进

入高温多雨季节， 钢材需求渐入淡

季。 成本对钢市的支撑力度略有减

弱，供需矛盾压力依然难减。 但目前

市场已跌至较低水平，而政策回暖也

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预计

6

月份国

内钢铁市场将呈现震荡上行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