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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给力 北方七港煤炭压港
□本报记者 孟斯硕
“
迎峰度夏”本应是一年中港
口生产最为忙碌的季节， 却因为
煤炭市场下游需求的放缓， 北方
七大港口均出现了不同程 度 的
“
煤炭压港”现象，其中一些港口
煤炭积压量已经接近港口最大堆
存能力。
7月2日，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
盛霖到河北秦皇岛港专题调研煤
炭在港口积压问题并召开 座 谈
会。 李盛霖强调，要千方百计缓解
煤炭压港状况， 全力以赴确保港
口生产安全， 保障煤炭运输通道
安全畅通。
据了解， 随着交通部门与
煤 炭企业和铁路方面的沟通协
调，港口的库存开始从高峰位置
回落。

煤炭压港
秦皇岛港是全国最大的动力
煤港口， 约占北方煤炭下水量的
40%左右，山西、陕西、内蒙古等
地的煤炭都经此中转， 秦皇岛港
的煤炭价格也被喻为煤炭市场的
风向标。
由于日均办理装船手续的船
舶大幅减少， 秦皇岛港口的煤炭
场存从6月初的777万吨迅速攀升
至6月19日的946万吨的历 史 高
位， 接近港口设计能力1000万吨
的极限，而正常库存水平应在500
万吨左右。
“
煤炭如果长时间堆存在港
口，就需要周转和翻动，否则很容
易引发自燃、 塌垛等安全生产事
故。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过高

的煤炭库存， 对港口安全生产带
来很大的压力。 ”
不仅仅是秦皇岛港，承担“
北
煤南运” 任务的北方七大港
口——
—唐山港、黄骅港、天津港、
青岛港、日照港、连云港、秦皇岛
港， 都面临着煤炭积压接近库存
极限的问题。
我们在6月份陆续接到各个
“
港口的库存反映， 港口生产压力
很大。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总体来看，煤炭压港状况可
“
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李盛霖在
秦皇岛港调研时对煤炭压港情况
做出判断， 他要求港口企业处理
好煤炭调进和装船下水的关系。
要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内， 研究
并提出控制煤炭进口非正常增加
的政策建议。

供需失衡是主因
“
今年以来北方煤炭压港情
况比较严重的原因主要还是供需
失衡。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受国内经济增速下行
的影响，工业用电增幅回落，导致
煤炭市场需求下降。 同时，今年南
方雨水丰沛，水电发电大幅增加，
部分火电厂机组停机。 ”
华泰联合证券发布的报告显
示，截至2012年6月22日，钢厂炼
焦煤周耗煤量连续3周微幅下降，
32家主要钢厂炼焦煤周耗 煤 量
265万吨， 较上周下降1万吨（
0.38%）。 截至2012年6月22日，钢
厂炼焦煤库存小幅下降，32家主
要钢厂炼焦煤库存657万吨，较上
周下降19万吨（
-2.81%）。
滞销”的另一
而令北方煤炭“

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外煤炭 “
价格
倒挂”。 国外煤炭价格较国内煤炭
价格便宜， 使得南方企业大量进
口国际的煤炭， 直接导致北方港
口煤炭下水量减少。
据了解，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
进口煤炭1.13亿吨， 预计全年将
超过2.6亿吨， 是去年进口煤炭
1.82亿吨的1.4倍。
交银 国 际 最 新 发 布 的 报 告
指出，港口高库存造成市场上悲
观情绪蔓延，波及到产地煤价也
出现大幅下降。 市场需求乏力、
供给宽裕的情况，将倒逼煤炭开
采企业不得不降低开工量 来 降
低整体的库存量。 报告预计，秦
皇岛港煤炭价格下跌至650元/吨
以下位置，与国际煤炭价格之间
价差缩小后，才可能逐步恢复平
稳运行。

国开行
今年水利放贷500亿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水利部和国家开发银行近
日在京召开高层联席会议。 中
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国开行今
年全年将发放500亿元水利贷
款； 未来双方将进一步扩大水
利规划合作， 促进规划成果转
化，积极争取金融支持水利优惠
政策，加大水利融资模式创新，
更好地将水利部的组织协调优
势、 行业指导优势与开发银行
的融资融智优势结合起来。
去年5月，国开行在金融机
构中率先与水利部签订了开发
性金融合作协议。2011年，国开
行水利项目贷款承诺956亿元，
同比增长211%；新增水利贷款
307亿元，水利贷款余额达1472
亿元。今年，国开行进一步加大
对水利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
制定了全年发放500亿元水利
贷款的工作目标。
水利部相关人士表示，国
开行已经成为水利建设项目信
贷融资的主力银行， 一大批水
利重点项目在国开行的支持下
顺利实施、加快推进。

7月3日，夏普在中国市场推
出其最新的80英寸液晶电视，这
是夏普在中国销售的有史以来
最大机型液晶电视。
夏普（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菅野信行此前
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透露，
2011年中国地区销售收入占到
夏普海外收入的37.9%， 是夏普
最大的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占比
将提升至46.3%， 中国市场对夏
普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本报记者 陈静 摄

上海石交所开展调峰交易

天然气市场化定价试水

安永预计
□本报记者 汪珺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安永7月3日在北京发布全
球IPO市场调研报告。 报告预
计，今年下半年A股市场IPO活
动将继续保持活跃， 但全年融
资额将低于2011年。 监管层下
半年将继续促进新股发行市场
化及提高企业融资效率。
安永指出， 目前A股市场
上已有数个超级大盘股通过审
批或在为近期上市做准备。 同
时，2012年国资委工作重点之
一是继续推动具备条件的央企
加快主营业务整体上市。 可以
预见， 下半年A股市场将会迎
来数只大盘股的上市， 但最终
要看市场的接受能力。
报告统计，今年上半年，A
股市场IPO宗数为104宗，融资
总额为730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38%和58%。 其中，二季度A股
市场IPO宗数为55宗， 融资总
额达380亿元，相对于一季度的
49宗和350亿元有所增长。
深交所上半年IPO宗数为
88宗，位居全球交易所之首，纽
交所以41宗位列第二， 上交所
居第7位；融资总额方面，深交
所以77.06亿美元位列第三，仅
次于纳斯达克和纽交所， 上交
所居第5位。
全球IPO活动二季度也有
所改善。 二季度全球市场总共
有206宗IPO， 共筹集418亿美
元， 虽然同比分别下降了46%
及36%， 但是较2012年一季度
的IPO数量及集资额分别增加
了5%及141%。
安永认为， 全球IPO市场
二季度的结果显示集资情况相
对乐观， 但这种乐观情况只在
某些市场出现， 投资者缺乏信
心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将继续阻
碍资本市场活动。 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经济体的均衡货币政
策， 将对恢复投资者和发行商
的信心发挥重要作用。

近日， 我国首次开展天然气
市场化调峰交易。 中石油、 中海
油、申能集团、广汇能源等公司共
调配1亿立方天然气，投放于上海
石油交易所天 然 气 现 货 竞 买 平
台，以解决夏季天然气调峰需求。
交易为期三个月， 首日成交3960
吨， 成交价格区间为4650-4750
元/吨。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交易量不
大，但对以市场化方式形成天然气
价格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和迈
进，并有利于在上海形成天然气现
货的定价中心。而这一时期进行的
调峰也有利于中石油、中海油等供
气方增加销售渠道，在夏季用气低
谷时稳定输气量，保证天然气输送
系统的安全运行。

价改挺进一大步
“
虽然从交易量上看是很小
的一步， 但对于天然气定价机制

改革却是一大步。 ”中国石油大学
天然气问题专家刘毅军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这种通过多个市
场主体， 以竞价手段形成天然气
价格的方式， 可谓我国以市场化
方式形成天然气价格的一次有益
摸索。
2011年12月底， 国家发改委
宣布在广东、 广西两地开展天然
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 根据
规划， 我国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改革的方向是放开天然气出厂价
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拟通过“
市
场净回值”的定价方法，以市场竞
争形成的可替 代 能 源 价 格 为 基
础，折算相应的天然气价格。
试点实施时曾提出， 广东、
“
广西天然气门站价格将选取上海
市场作为计价基准点。 但基准点
的价格怎么定，当时并不明确，这
次的尝试可以说更为明晰了。 ”刘
毅军同时指出， 这样的交易有利
于在上海形成天然气现货交易中
心， 对未来天然气期货合约的定

价也具有参考意义。
而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试
点，刘毅军认为，这有利于进口资
源进入国内市场并销售出去，对
于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供给机制
有积极意义。 “
可选择一些经济承
受能力比较强、 其他矛盾较小的
地区，在上轮调价因素已经化解、
居民心理上也觉得时间差不多的
时候，考虑推广试点。 ”他称。
今年5月，中石油集团董事长
蒋洁敏在出席中石油股东大会间
隙曾对媒体透露， 在天然气价格
机制全面推广前， 可能会出台过
渡性天然气价格或机制； 天然气
价改将择机而动。

增加销售渠道
“
若交易成功，可以给公司增
加新的销售渠道， 提高天然气下
游需求量， 从而使公司整个天然
气管网内的输气量增加， 系统的
安全压力就会小很多。 而从市场
效益角度来看， 还要看最终交易

量有多大。 ”中石油内部人士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这样评价道。
据了解， 由于我国天然气主
要通过管道运输， 因此需要保证
一定的输气量来维持一个安全气
压。 此外，天然气井也需每天保证
一定的出气量来维持安全生产。
因此，对于天然气供应方而言，需
要时刻维持输 气 量 在 一 定 限 度
内，以保证安全运行。
“
夏季一般是用气低谷， 因此
现在的调峰需求主要是供给充裕
导致的，形成的交易价格也可能相
对较低。”民族证券分析师认为，对
于供应方如中石油、 中海油而言，
现在是希望有用户来消化富余的
气，因此价格会相对较低。 而需求
方以较低价格购得天然气后，可通
过液化或加压等手段储存起来，等
冬季需要大量用气时使用。
不过，上述中石油人士认为，
由于现在天然气价格是管控的，
若根据市场化 方 式 解 决 临 时 需
求，也可能形成“
市场溢价”。

石化业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
□本报记者 顾鑫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公布的5月份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显示， 尽管投资进一步加快，但
石油和化学工 业 经 济 增 速 继 续
放缓，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 报
告同时指出，由于需求总体增长
平稳，随着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
格回落，行业成本上升势头有所
缓解。

5月产值增幅回落
截至5月末, 石油和化工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26688家（
主营收入
2000万元以上企业），当月总产值
1.03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幅
较上月回落2.4个百分点。
1-5月， 行业总产值4.8万亿
元，同比增长13.1%，增幅比1-4月
回落1.6个百分点， 占全国规模工

业总产值的13.7%；行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8%， 增幅比1-4月回落0.4
个百分点， 占全国规模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为14.4%。
分行业看， 油气开采业产值
1185.4亿元，同比增长3.8%，增幅
比4月下滑7个百分点； 炼油业产
值2822.8亿元，增长3.9%，增幅较
4月回落3.6个百分点；化学工业产
值5993.3亿元，增幅11.3%，较4月
回落0.9个百分点。
不过，农用化学品、橡胶制
品业保持较快增长。 5月份，化肥
制造业产值增幅达22.6%，比4月
份提高3.7个百分点； 农药制造
业增幅22.4%， 比4月份上升3.2
个百分点； 橡胶制品业增长
16%，也明显高于当月化工行业
平均增幅。
化工三大板块走势出现分
化。 5月份， 基础化学原料产值

1586.2亿元，同比增长8.7%，增幅
较上月回落3.1个百分点； 专用化
学品产值1274.5亿元， 同比增长
7.5%，增幅较上月回落0.9个百分
点； 合成材料产值1075.8亿元，同
比增长10.4%。

投资增速加快
尽管行业面临下行压力，但
投资在进一步加快。 1-5月，石油
和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5373.99亿元，同比增长28.8%，增
速较上年同期加快8.1个百分点，
比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高
出全国固定资 产 投 资 平 均 增 幅
8.7个百分点。
行业新开工项目数量继续较
快增长。 1-5月，石油和化工行业
新 开 工 项 目 5107 个 ， 同 比 增 长
12.8%。 其中，化学工业新开工项
目4340个，同比增长12.3%；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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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降 花生油涨

食用油市场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王锦
进入夏季以来， 食用油市场
进入一年中的消费淡季， 销售较
为清淡， 价格方面更呈现出冰火
两重天的走势： 大豆油批发价格
不断下调， 花生油批发价格继续
走高。

整体销售偏淡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玉泉
路粮油批发市场了解到，自5月份
以来大豆油批发价格便一路下
跌， 部分知名品牌大豆油批发价
格较5月初下跌幅度已超过5%。
在端午节节日消费拉动下，5
月份食用油市场出现了短暂的小
高峰， 但整体销售偏淡的大环境
依然并未扭转。 加上最近两个多
月以来大豆油行情的持续下跌，
“
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使得终
端采购积极性进一步降低。
与大豆油行情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在原料花生米价格上涨的
推动下， 花生油价格从去年上半
年开始就一路高歌猛进， 不断攀
升，且在今年依然“
高烧不退”。
玉泉路市场监测数据显示，
继4月份大幅上调价格之后，近期
花生油批发价格再次上调。 在厂
家提高出厂价格的带动下， 市场
占有量大、具有价格“
风向标”作
用的“
鲁花”牌花生油批发价格每
箱528元， 较上月同期上涨18元，
涨幅为3.53%， 比今年第一次调
价前（
4月初）每箱上涨了68元，涨
幅达14.78%。 其他品牌花生油批
发价格也随之小幅跟涨。
业内指出， 由于食用油消费
主要以大豆油为主， 花生油的占
比很小， 而且花生油的销售高峰

加工业新开工项目289个，同比增
长12.5%；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新开
工项目139个， 同比增长6.9%；专
用设备制造业新开工项目339个，
同比增幅为21.9%。
1-5月，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
资662.04亿元，同比增长1.9%；化
学工业投资3891.28亿元，同比增
长32.7%；石油加工业投资434.55
亿元，同比增长34.2%；专用设备
制造业投资237.71亿元， 同比增
长51.3%。
化学工业中，合成材料、基础
化学原料和化学矿采选投资增速
大幅加快。 1-5月，合成材料投资
493亿元，同比增长63.6%，增速居
化工各行业之首， 占化工投资总
额的12.7%；化学矿采选投资同比
增长达47.4%，排名第二；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投资1238.9亿元，增长
44.5%，排名第三。

一般出现在中秋节、元旦和春节，
平日里销售量相对较小， 因此其
价格上涨对整个食用油市场行情
影响程度相对有限。 按目前价位
来算， 购买一桶花生油的价格可
以买到2桶半左右的大豆油，虽然
说花生油的消费群体相对固定，
但其较高的价位也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其消费量。

后市或趋稳
对于后市， 玉泉路市场信息
部负责人高红霞分析认为， 食用
油市场整体将趋于平稳。
欧债危机令市场对全球经济
前景担忧的情绪依然延续，而
2011/2012年度南美大豆减产的
事实却对国际豆类市场形成支
撑， 当前国际豆类期货行情短期
内低位震荡运行的概率较大。 随
着美豆产区天气炒作季的开始，
豆类可能会有阶段性行情出现。
今年以来我国油脂油料进口
规模继续呈扩大之势。 1-5月份，
我国累计进口大豆、 食用植物油
分别为2343万吨、273万吨， 较去
年同期均提高20%以上。 食用油
供应总体上较为充裕， 再加上当
前处于销售淡季， 厂家明显调价
的条件并不成熟， 短期内大豆油
市场行情将保持平稳走势。
对于花生油市场而言， 一方
面， 当前花生供应处于 “
青黄不
接”时期，在9月份新花生上市前，
原料花生米价格明显下调的可能
性较小， 从而支撑花生油价格水
平；另一方面，经过数次上调后，
较高的花生油价格必然会抑制其
消费量。 由此，高红霞认为，花生
油市场高烧不断的行情将会告一
段落，并逐步趋于平稳。

原料药出口价跌量减
相关企业中期业绩或大幅分化
□本报记者 刘国锋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国
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特别是欧
债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药
品价格及医药市场景气度， 作为
原料药出口大国， 中国原料药行
业因此受到冲击， 不仅出口数量
大幅萎缩， 而且部分原料药出口
价格连续走低， 预计原料药企业
中期业绩将出现较大分化。

出口数量大幅萎缩

小交易量撬动价改大杠杆

下半年IPO继续活跃

美编：王春燕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7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
1-5月维生素类产品和中药产品
出口数量均出现萎缩， 产品价格
出现较大分化。 据介绍，前5月我
国维生素类产品出口7.58万吨，
同比减少6.34%，其中，两个主要
单品种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出
口数量分别减少14.2%和11.62%，
数量缩减幅度基本一致。
但不同类别的原料药产品出
口价格分化明显。 2012年前5月，
维生素C出口价格下滑幅度高达
24.29%， 维生素E出口价格相对
坚挺， 维生素B1和维生素B12则
实现了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其
中，维生素B1出口价格涨幅高达
85.59%， 维生素B12出口价格同
比增长101.99%。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出
口目标国家的不同， 影响到了原
料药需求的差异。 欧洲药价在
2012年上半年出现了较大下滑，
对国内原料药出口的影响表现最
明显。 1-5月，我国对欧盟的原料

药出口数量下降26.41%，其中对
德国的出口降幅最大， 达到
36.67%；美国和日本市场则保持
相对平稳， 而新兴市场国家保持
一定增长。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
口商会数据显示， 印度是我国原
料药出口增速最大的国家。

业绩分化有所加剧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西药部副主任曹钢表示， 医药行
业总体利润增速下降， 主要是受
化学原料药效益下滑较大所致。
2012年， 国际市场对化学原料药
仍存在刚性需求， 特色原料药依
靠技术优势将继续扩大国际市场
份额， 新兴市场原料药需求也将
继续扩大， 但部分传统原料药企
业业绩可能难言乐观。
截至目前，原料药市场仍未见
起色。国信证券数据显示，2012年6
月份，下游养殖业的不景气，使VE/
VA价格继续走低，其中VE成交价
格下滑至108元/kg，接近年初最低
点。 VD3受低价库存干扰，当期价
格出现迅速回落。 沙坦类、青霉素
和头孢类原料药价格则基本持平。
但硫氰酸红霉素因为新产能释放，
价格出现调整，下游阿奇霉素和克
拉霉素价格亦同步调整。
同花顺数据显示， 化学原料
药的业绩低迷已成为医药板块业
绩之痛。 2012年一季度化学原料
药净利润同比下滑9.16%， 成为
医药生物板块业绩“
拖后腿”的主
要因素。 在已公布2012年中期业
绩预告的10家原料药生产企业
中，有6家业绩同比下滑，4家同比
上升，业绩分化迹象明显。

新能源示范城申报工作启动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 《
关于
申报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
的通知》，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
园区的申报工作开始启动。
新能源示范城市是指在城市
区域能源发展中，充分利用当地
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使可再生
能源在能源消费中达到较高比
例或较大利用规模的城市。 根据
《
通知》精神，符合申报条件的城
市除节能减排成绩突出外，还须
有较好新能源利用基础，至少在
两类新能源利用方面具有良好
条件。 此外，要求城市新能源消
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
小于3%，或新能源年利用量达到
10万吨标准煤。
《
通知》 划定的可利用的新
能源主要包括： 城区的太阳能、
通
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 《
知》要求，示范城市到2015年末
的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要达

到6%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式新能
源发电被列为示范城市未来的
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
通知》要
求，示范城市须因地制宜发展城
市分布式新能源发电，所发电量
主要为当地用户自用或在本地
电网内消纳。 同时，应探索适应
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的政策机制，
建立用户侧分布式发电与网供
电相互竞争的政策和管理机制，
提高分布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
作为考核指标要求，政策上要求
示范城市到2015年末累计城市
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分布式发电
装机规模要分别大于2万千瓦和
10万千瓦。
为鼓励新能源示范城市快速
成型， 国家将依托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予以扶持外， 还将大力鼓励
省级政府和申报城市的政府设立
支持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专项
资金。 (郭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