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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经贸合作“三位一体”

能源基建金融领域迎投资良机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据新华社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月

21日至22日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 外交部

在近日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双方将

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金

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进” 的经贸合作思

路， 以互联互通和矿能大项目合作为优先方

向，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突破。

分析认为，中蒙双方将以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为契机，迎来新一轮的能源、基建等领域

的合作。

三位一体合作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蒙古最大贸易伙伴和

投资来源国的地位， 中蒙贸易额从1994年的

1.2亿美元到2013年的近60亿美元， 增长近60

倍，占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蒙古

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表示，蒙古国正在讨论和积极落实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希望中蒙双方在铁路、燃气管道、公

路等领域加强合作。

作为一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内陆国家，蒙

古矿产资源丰富， 已探明80多种矿产和6000

多个矿点，其煤炭储量占全球10%，同时拥有

世界最大的欠开发铜矿。近年来蒙古政府实施

“矿业兴国” 战略，矿业聚集了85%以上的外

国对蒙投资。

中国是蒙古国煤炭的最大进口国和消费

国。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路耀华预测，我

国2014年煤炭进口量将在3亿吨左右， 来自蒙

古国的煤炭将占到我国进口量的1/10。 根据今

年中国与蒙古国签订的煤炭出口及加工协议，

未来20年内中国将从蒙古国进口10亿吨煤炭。

蒙古基础建设领域也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蒙古国总统表示， 蒙中两国有着4710公里的

共同边界，但目前蒙古国铁路、燃气管道、公路

等领域的建设程度还相对落后，希望双方在这

些方面加强合作。

另外， 蒙古国房地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

段，蒙古国政府近年推出了10万户住房改造计

划，其房地产市场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相关上市公司受益

分析人士认为，能源合作一直以来是我国

对外交往的重头戏，中蒙在煤炭、油气、电力等

领域的合作将成为热点，相关公司值得关注。

中国对蒙古投资主要行业有矿产资源

勘探与开采、贸易餐饮服务、建筑工程与建

材生产、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等。 尤其在矿

业勘探、开发和矿产品深加工等方面，中蒙

两国有较好合作，矿业投资占中国在蒙总投

资比例高达51%，截至今年1月，共计445家

中资企业在蒙古国从事矿产领域投资经营。

在矿产等能源领域，神华集团、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华电集团、中核集团、中国铝业、亿利

能源等公司都有布局。 其中，神华集团今年4月

与蒙古签署跨境铁路协议，以连接蒙古境内的世

界最大煤矿塔本陶勒盖煤矿。神华还一直在谋求

塔本陶勒盖煤矿的开采权。中国石油去年也和蒙

古签订协议，将牵头在蒙古东部进行石油勘探。

除矿产开发外，中蒙在基建、金融和电力领

域的合作也已落地开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

交集团、葛洲坝、中国北车、宏润建设、杭萧钢构

与蒙古早有合作。 宏润建设在蒙古国合作开发

百万平米地产项目，杭萧钢构今年获得26亿元

的蒙古国棚户区改造大单。杭萧钢构表示，蒙古

国房地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房地产市场

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大量外资特别是中

资企业的进入， 使得乌兰巴托的办公商业用房

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外籍人员的住宅需求也

促进了蒙古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发展。金融领域，

今年6月，中国银行在蒙古国开展了第一笔金融

业务，向蒙古国图信集团放贷2500万美元。 同

在6月，由中国企业承接的乌兰巴托市第三热电

厂5万千瓦扩容改造项目交付使用。

国储棉成交量持续回升

进口棉量价双涨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为了给2014/2015季新棉收购、 销售腾

出空间，按照相关规定，国储棉将于8月底停

止投放。 由于今年棉季我国不再实施棉花临

时收储政策， 而是将在新疆实行棉花目标价

格直补政策。 新旧流通体制共存期使得即将

到来的新棉上市季的市场预期更为复杂，为

了避免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导致原料供应减

少，近期不少纺织企业积极备货，国储棉成交

量有所提高。与此同时，近期棉花进口数量和

价格也小幅上升。

来自中国棉花网的信息显示， 由于纺织

企业担心9月份出现资源青黄不接的状况，同

时担心最后几个交易日竞拍可能较为激烈，

均提前补库，国储棉成交量持续回升。

数据显示，8月19日储备棉投放数量为

95154.3747吨，实际成交27221.5457吨，成交

比例28.61%，较18日提高24.88%。 而上周（8

月11日-15日）储备棉花共成交7.55万吨，较

前一周增长23.3%。截至8月15日，储备棉累计

成交247.26万吨，总成交率为21.46%。

据了解，当前全国大部棉花处于开花期，

新疆和华北部分地区进入裂铃吐絮期。 北方

大部地区日照较好，墒情适宜，利于棉花生长

发育；而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南部出现

低温阴雨寡照天气，对棉花开花结铃不利。

国内皮棉现货销售略显活跃，价格自3月

份下跌以来再次出现上涨。新标准下，中国棉

花价格指数（CC� Index� 3128B）8月15日收

于17121元/吨，较前一周上涨6元。

另外，7月以来， 我国棉花进口数量继续

增加。据海关统计，7月我国进口棉花28.03万

吨， 较上月增长28.4%；2014年前7个月共进

口167.5万吨，同比下降39.1%。 同期，国际棉

花价格维持震荡， 尽管USDA月报调高了美

国棉花产量，但受纺织企业买盘支持，纽约棉

花期货市场近期合约结算价未出现大的波

动。 中国进口棉价格指数收于78.79美分/磅，

上涨0.85美分。

反垄断最贵罚单出炉 12日企遭罚12.35亿元

□本报记者 刘兴龙

8月2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对日本8家汽车零

部件企业和4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处罚决

定，罚款总额为12.35亿元。 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反

垄断执法部门开出的最大罚单，意味着中国对汽

车及配件的反垄断调查取得阶段性成果。

反垄断效应将逐渐显现

“中国是个法制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是违反了

《反垄断法》，都要受到查处，都要接受处罚。 ”在

开出反垄断最大罚单之后，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

朴民表达了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态度。

近日，国家发改委对日本住友等8家零部件

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8.3196亿元， 对日

本精工等4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

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亿元。

根据处罚决定， 对第一家主动报告达成垄

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零部件企业

日立和轴承企业不二越免除处罚。 对第二家主

动报告的企业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４％的罚

款。 对其他企业根据垄断行为处以上一年度销

售额６％至８％的罚款。

此前， 被处罚的两家轴承企业精工和

ＮＴＮ分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 表示

全力配合中国政府部门进行汽车轴承业务调

查，采取多重措施确保遵守中国反垄断法。

在我国对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开展反垄

断调查的同时， 各地反垄断执法部门对克莱斯

勒、奥迪、奔驰等汽车经销商的反垄断调查也在

推进。 克莱斯勒、奥迪已查明存在垄断行为，近

期将受到相应处罚。

反垄断调查的效应已经逐渐显现。此前，捷

豹路虎、奥迪、奔驰等豪华车型先后作出降价的

决定。广汽本田8月8日宣布，9月1日起下调部分

零部件价格。 随后，广汽丰田也宣布于8月18日

起下调部分零部件价格。

密谋协议损害车主利益

“这次的反垄断案涉及到横向价格垄断协

议，即具有竞争关系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

直接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 ”国家发改委介绍了

此次日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的主要依据。

2000年1月至2010年2月，日立、电装、爱三、

三菱电机、三叶、矢崎、古河、住友8家日本汽车零

部件生产企业为减少竞争，以最有利的价格得到

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订单，在日本频繁进行双边

或多边会谈，互相协商价格，多次达成订单报价

协议并实施，涉及本田、丰田、日产、铃木、福特等

汽车制造企业。 截至2013年底，当事人经价格协

商获得的中国市场多数订单仍在供货。

对不二越、精工、捷太格特、NTN4家日本轴

承生产企业的调查发现， 从2000年至2011年，

他们在日本组织召开亚洲研究会， 开始是考虑

将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转嫁到产品上， 推动

共同涨价，后来又研究制订统一的价格表。这些

企业发现其产品有上万个型号， 适用价格表协

调起来难度很大， 于是又提出确定统一的涨价

幅度。 针对中国市场，不二越等4家企业于2004

年至2011年在上海举行专门会议， 协商价格上

涨幅度。期间，这样的会议最频繁时2至3个月开

一次。

国家发改委认定，这些企业的做法排除、限

制了市场竞争， 不正当地影响了我国汽车零部

件及整车、轴承的价格，损害了下游制造商的合

法权益和我国消费者利益， 违反了我国反垄断

法规定。

内外利好因素联动 尿素出厂价突破1600元/吨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在出口和内需启动的双引擎拉升下， 本周

尿素开始又一轮上涨行情， 其中山东地区的尿

素价格涨至1600-1630元/吨。 此外，磷酸二铵

近期出口价格亦有上涨。

出口向好支撑国内涨价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 国内尿素价格受到多

重利好因素支撑，近期价格稳中上涨。 生意社尿

素分析师张明认为， 此轮国际尿素价格上涨的

原因，一是印度上一轮招标多数无果，虽船期延

长，但仍有60-70万吨货源无着落，极有可能推

高采购价格；二是本周三新的招标将开始，参考

当前国内行情走势，必须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

在出口价格高企的支撑下， 国内化肥价格

本周出现一轮急升行情。 华东、华北和华中地区

化肥价格均出现上涨， 其中山东尿素价格涨至

1600-1630元/吨，周涨幅达3.18%。 尽管1600

元/吨的价格是今年5月以来的价格高点， 但短

期来看价格仍存上涨空间。 分析人士指出，大颗

粒尿素工业及出口需求强劲， 部分厂家订单已

经排到10月份， 大颗粒尿素的旺盛需求短期内

仍有可能继续拉升尿素价格。

华鲁恒升董秘高文军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 目前华鲁恒升的尿素综合出厂价已经超过

1600元/吨，出口形势良好。他表示，尿素作为充

分竞争行业， 价格上涨主要还是因为市场需求

好转。 一方面，新出口关税政策下，公司出口形

势稳定向好；另一方面，秋季备肥开始，尿素需

求提升。

磷铵方面，本周云天化与印度达成3.5-4万

吨二铵出口新单，签单价涨至CFR480美元/吨。

据金银岛统计， 自淡季出口开始至今，5-8月份

中国企业与贸易商出口签单总量约在260-300

万吨，目前中国二铵企业出口仍在稳步推进。

受出口提振影响， 国内秋季二铵供应量明

显减少。 金银岛磷肥分析师李蔚介绍，目前北方

多地市场有价无货，同时，北方旱灾导致需求下

降。 有消息称，大厂在8月20日以后才能向国内

市场放货，且以主保核心老客户为主。市场似乎

又多了一层炒作空间。

后市走向还看关税政策

海关数据显示， 截至7月份，2014年我国共

出口化肥1240万吨，较去年增加68%。 其中，磷

铵、尿素出口形势良好。

业内人士指出， 今年实行了新的化肥出口

差别关税政策，淡旺季出口关税差大幅度缩小，

加之今年印度磷肥需求大涨， 今年以来尿素和

磷铵出口形势显著提升。

关税因素对于产能过剩下的化肥行业的供需

关系影响举足轻重。 一位上市公司相关人士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目前氮肥协会正在与相关政

策制定部门进行沟通， 希望明年能够统一全年出

口关税， 进一步促进氮肥行业通过出口化解过剩

产能，提高国内氮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分析人士指出， 近期尿素和磷铵价格上涨

也将推动其他肥料品种价格的上涨。 一方面，尿

素等单质肥价格的上涨将会传导至复合肥端；

另一方面， 如若8-10月份二铵出口维持平稳，

那么下半年国内秋冬市场将呈现供应紧平衡状

态，由于企业主动减少国内供应，二铵货源紧张

局面将贯穿整个秋季市场。 另外， 二铵价格较

高，作为替代品，今秋复合肥或有可乘之机。

目前，两市尿素上市企业较多，主要有华鲁

恒升、鲁西化工、中化化肥等，其中煤头尿素企

业受益幅度较大；磷铵生产企业主要有云天化、

湖北宜化、兴发集团、六国化工等，其中出口规

模较大的主要是云天化和湖北宜化； 两市涉及

复合肥产销的上市公司主要有金正大、 芭田股

份、史丹利、新都化工等。

新疆“十三五”各规划完成初期沟通

能源和交通成为亮点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

委了解到，自治区发改委“十三五” 规划思路调

研组近期展开密集调研， 目前各规划初期沟通

交流已经结束。 此次规划包括农业、 现代服务

业、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能源和交通被列为

重中之重。

完成初期沟通

调研组在自治区旅游局调研时， 旅游局就

自治区旅游业“十三五” 规划思路和需纳入国

家“十三五” 规划思路的建议，与调研组进行了

沟通， 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

建设、 推动南疆丝绸之路文化和民族风情旅游

目的地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调研组在克拉玛依

调研时指出，希望克拉玛依市以清晰的思路，重

点研究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 克拉玛依市应该

以创新型城市为引领，学习中外典型城市案例，

并进行大胆尝试。

今年5月22日，自治区发改委就“十三五”

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进行遴选， 涉及的研究

选题包括新疆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研究、 加快新疆现代

服务业发展研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重点研究、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 新疆生态文明建

设研究、促进新疆就业对策研究、经济发展惠及

民生对策研究、 天山北坡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研

究、新疆现代文化发展研究。

自治区7月22日下发《关于转发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编制工

作方案的通知》。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明确了

25项重点专项规划和一项区域规划，重点专项规

划的数量有所减少，主要针对关系发展全局而且

存在市场失灵的重要领域编制规划，对凡是市场

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减少不必要的政

府干预。 同时，首次增加了区域规划的编制。

交通值得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相关人士

处获悉，交通和能源是自治区“十三五” 规划的

重点关注方面。 交通设施建设方面有两个亮点：

一是加强农村公路项目建设投资，尤其是南疆，

这是老百姓的致富路；二是将加快铁路建设，加

强对外联通，这是新疆的腾飞之路。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新疆铁路营运里

程达到4911公里，比2010年增加518公里。 但相

比内地省区，新疆铁路建设仍十分滞后。截至目

前，新疆铁路网密度为29.6公里/万平方公里，仅

为全国平均水平101.4公里 /万平方公里的

29.1%，在西部地区仅高于西藏和青海。

自治区经信委总经济师彭季认为， 丝绸之

路经济带道路联通是基础。 从长期看，道路联通

是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问题。 从近期看，最

现实、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新欧亚大陆桥“通而

不畅” 的问题。 目前在三条大通道上，铁路只有

中通道经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实现了对外连

通，南北铁路通道尚未打通。

可喜的是， 中吉乌铁路和中巴铁路已列入

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前期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这两条铁路建成后，包括现有的阿拉山口、霍尔

果斯在内，新疆铁路口岸将增加到4个。此外，新

疆还在构建将军庙—三塘湖—淖毛湖—哈密—

额济纳铁路、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和库尔勒经若

羌至青海格尔木铁路，建设完成后，将大大提升

新疆与沿海、 内地城市及中亚的通行速度和运

输能力， 新疆也将真正成为我国构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通道和枢纽。

自治区交通的发展也得到国家层面的重

视。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调研组到自治区，

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口岸、周

边对外通道建设等方面有关“十三五” 规划前

期研究工作进行调研。 此次调研对新疆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具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 国家发改委人士指出，新疆要

加快南北两条关键通道建设。

资金是交通建设的重要保障。 国家将下达

中央预算内投资1.845亿元用于支持自治区民

航建设， 自治区发改委也争取到国家发改委下

达自治区轨道交通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3亿元。

北京华嘉胡同地块

溢价一倍74.6亿元拍出

□本报记者 于萍

8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华嘉胡同以74.6

亿元的总价拍出， 中标者为北京金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地块溢价率达到110%。

根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信息，

该地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丰盛地区， 用地性

质为商业金融用地和二类居住用地， 建筑控

制规模为11.77万平方米。挂牌出让起始价格

为35.5亿元。

据了解，信达地产、SOHO中国、方兴保

利联合体等多个开发商参加了此次竞拍。 最

终成功拿下地块的北京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是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公司， 华融基础公司承担着金融街拓展

土地一级开发任务。

按照规划， 此次拍出的华嘉胡同定位为

金融监管机构、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国家级

金融要素市场总部、 世界500强金融机构总

部。 该地块需要无偿还建商品房312套，面积

为3.05万平方米， 并提供售价不高于25万元

的车位312个； 同时还需要无偿还建人防不

小于10000平方米。 其他住宅部分全部以

42363元/平方米的价格回购。

根据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的测算，在

考虑回购、还建等因素在内，该地块的楼面价

格将达到9.65万元/平方米。“地块条件苛刻，

但依然出现天价‘地王’ ，主要原因还在企业

并非市场。 ”张大伟认为，由于该地块的住宅

部分全部回购，商业部分也有各种条件，很难

入市销售， 因此该地块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并

不大。 后续土地市场预计依然会延续热点地

块“地王” 、非热点地块流标的趋势发展。

国际航协最新报告显示

二季度亚太航企业绩下滑

□本报记者 汪珺

国际航协8月20日发布最新财务数据调查

报告，二季度航空公司财务表现持续改善，营业

利润和净利润均显著增加。不过，由于货运疲软

和人民币贬值为中国航空公司带来成本压力，

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总体业绩有所下降。

参与调查的22家航空公司2014年第二

季度营业利润为56.98亿美元，税后净利润为

3.14亿美元。 其中，8家美国航空公司营业利

润为38.6亿美元， 税后净利润为23.93亿美

元。 7家欧洲航空公司二季度营业利润为16.8

亿美元，税后净利润为9.27亿美元。

相比之下， 由于货运收益疲软以及人民

币贬值对中国航空公司带来成本上升的压

力， 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财务表现也受到影

响，参与调查的5家亚太航空公司今年第二季

度营业利润为1.5亿美元，税后净利润为1.07

亿美元。

国际航协同时指出，在原油价格下降之后，

航空燃油价格也随之下降。 此前由于中东和乌

克兰地区的冲突， 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使得价格

一直保持上行，但最近西非、欧洲和亚洲的原油

供应增加使得油价略有下降。航空燃油价格在7

月份环比下降了4%，每桶接近122美元。

一辆蒙古国货车驶出中国内蒙古甘其毛都陆路口岸。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