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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过剩产能将全面进入实施阶段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指出，钢材市场供求关系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2日在宏

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工业企业

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将于近

日印发。 各有关地区钢铁、煤炭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实施方案都已制定完毕，明确了

各地区“十三五” 期间的总体安排，拟定

了分年度的产能压减或退出计划。根据要

求， 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还完成了钢铁、

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目

标责任书的签订。各地目标责任书签订以

及实施方案按要求备案后，化解过剩产能

工作将全面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钢价难以持续快速上涨

赵辰昕介绍，4月份， 发改委共审批

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3个， 总投资

1388亿元。 项目主要集中在水利、交通和

能源领域。 截至3月底，11大类重大工程

包已累计完成投资55945亿元， 比2月底

增加1336亿元； 已开工48个专项、377个

项目，比2月底增加3个项目。

对于近期钢材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

赵辰昕指出，此次钢材价格上涨主要受政

策预期、 市场炒作和短期因素等推动，市

场供求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钢铁

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并未改变，钢材价格

难以持续快速上涨。

此轮钢材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可归纳

为两个方面。 需求方面，一是大中城市商

品房销售放量带来钢材需求预期； 二是

不少建设工程在冬歇后复工带来钢材需

求量增长；三是贸易商补库存，短期内扩

大了钢材需求； 四是市场预期 “补短

板” 、“稳增长” 等政策会带动钢材需求。

供给方面，一是去年部分钢企因故停产，

粗钢产量下降减少了市场供给； 二是市

场预期去产能工作会降低钢材供给；三

是部分产钢地区因重大活动采取限产措

施，预期将短期减少钢材供给。 此外，现

货和期货市场的人为炒作也是钢材价格

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钢材价格回

升对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有一定影响，但

总体影响较小。 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复产

产能均为合规产能，不属于淘汰范围，企

业停产复产大多是应对市场变化、 调整

生产经营的正常行为。

赵辰昕指出，依法依规退出的产能，基

本不受钢材价格变化的影响， 该退出的必

须退出。对引导主动退出的产能，可通过采

取合理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尽快退出。

努力稳定民间投资

在促进民间投资方面， 赵辰昕指出，

将完善政策、狠抓落实，采取七方面措施

努力稳定民间投资。一是进一步放宽民间

资本市场准入。 二是加强和改善政府服

务。 围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主动服务民

间投资，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推行并联审

批，缩短投资核准报建周期，推动民间投

资项目尽早落地。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的投

资环境， 保障民营企业发展权利平等、机

会平等、规则平等。 四是发挥政府投资的

引导带动作用。 优化政府投资范围、方向

和结构，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

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发挥引导和放大效

应。 五是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规

范银行涉企收费，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

民营企业股权和债权融资支持，发挥政策

性金融作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 六是大力推广PPP模式。 推

动加快特许经营法等立法进程，加强制度

法规创新供给。 通过完善价格政策、挖掘

项目商业价值等手段，构建合理有效的投

资回报机制。七是加强服务规范管理。进

一步取消下放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权限，落

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鼓励和规范民营企业

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内在活

力和创造力。

制图/韩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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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趋严 壳概念大跌

私募策略转变：“黑马”换“白马”

在趋严的政策背景下，私募机构寻找“黑马” 壳公司的策略变成寻

找“白马”热点。 私募人士认为，无论是收紧跨界定增，还是暂缓中概股

回归，都将促进真正的产业并购以合理价格实现。

A11�货币/债券

中间价摇摆 人民币做“俯卧撑”

2016年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单日调整超过200基点的情况

已经发生13次，而前些年一年里甚至数年间也很难出现一次。 分析人士

指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弹性增强，应该是中间价形成机制完善

和美元汇率震荡加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市场

化的反映。虽然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波动加大，但有升有贬，总体仍保持

稳定，汇率走势与基本面变化更趋一致。

分级理财产品暗藏玄机

高杠杆+资金池 银行理财资金亟待穿透

业内人士介绍，银行分级理财不同于分级基金能实现投资去向透明

化。 在分业经营环境下，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分级理财资金涉及场内杠杆

和场外杠杆叠加，加大金融市场潜在风险，需进一步实现资金穿透式管

理，推进银行理财实现“净值化”操作。

A07�机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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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7月发射 京沪干线年底建成

量子通信市场有望爆发

近年来，高效安全的信息传输日益受到关注，量子通信这一前沿技

术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目前量子通信产业链已逐渐成形。 业内人士测

算，2020年量子通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亿元， 将广泛应用于国防、

金融等领域。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导读

壳价一周打七折 借壳谈判“急刹车”

在证监会作出“分析研究” 中概股回归相关影响的表态后，壳概念

股连续下挫。一周下来，壳价足足打了近七折，有借壳方突然暂停正在进

行的借壳谈判。

A04�海外财经

美元走软 新兴市场股市逞强

今年以来，欧美日股市表现不佳，部分新兴市场则表现强势，巴西、

俄罗斯股市累计涨幅超过20%，东南亚股市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业内

人士指出，美元大幅走软是主因。

前景不明 原油争议声中创新高

□

本报记者 官平

原油期货市场的多头正在冲锋陷

阵。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从低位反弹的

幅度超过76%，原油成为大宗商品市场

表现最好的品种。 1-4月，仅1月原油价

格下跌近9%，其余月份均上涨，其中3

月、4月涨幅分别超过12%与20%。截至

北京时间5月12日21时，纽约原油期货

价格报每桶46.52美元， 上涨0.63%，而

1月最低探至每桶26美元附近；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47.82美元， 上涨

0.48%。 12日盘中，国际油价创今年以

来新高。 业内人士表示，供需基本面利

多原油价格。同时，美联储推迟升息，美

元震荡走弱，推升原油做多情绪。

供需基本面有所改善

近期， 中国原油进口需求明显增

长。 以青岛为例，一季度山东口岸进口

原油2734万吨，同比增加78.2%。 业内

人士透露，国家在放开原油进口资质和

进口原油使用权后，山东地炼企业进口

原油呈现井喷式增长，炼厂开工率较去

年增长近50%。

青岛港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一季度大型油船接踵到港，锚地平均

每天待靠船舶达到10艘次以上。 在港口

行业传统接卸主业普遍进入个位数增长

甚至负增长之际， 一季度青岛港的液体

散货吞吐量实现5771万吨， 同比增长

10.2%。预计二季度进口原油的需求量依

旧旺盛，超级油轮仍将排队进港。

海关总署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4

月我国虽然煤、 成品油和钢材的进口

量减少，但铁矿砂、原油和铜的进口量

增加。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

小勇认为，从国际原油价格反弹的逻辑

来看，推动油价自低位反弹的因素有三

个：一是国际原油需求随着部分新兴市

场经济止跌企稳而止住下滑步伐；二是

主要产油经济体虽然没有联合减产，但

市场力量导致部分亏损的原油产能降

低开工率，如美国页岩油产量回落使得

供给压力减轻； 三是美联储加息推迟，

基于美元流动性收缩的压力缓解，投资

原油的机会成本下降。

从供应层面来看，由于油价持续低

迷，活跃钻井数量的大幅减少，美国原

油产量已进入下降通道。 数据显示，截

至5月9日， 美国原油活跃钻井数量下

降至343个， 相当于2009年11月水平。

此外，近期加拿大发生的火灾也助了多

头一臂之力。

从消费层面来看，兴证期货高级研

究员施海表示，目前正值美国夏季出游

季节，美国国内原油消费将出现季节性

回升，有助推动油价上涨。同时，全球各

主要消费国扩大原油储备规模，也推动

油价回升。

生意社能源分社社长李宏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加拿大和尼日利亚等地

的供应中断仍在持续，对原油市场短期

形成利好。由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主

要原油生产国仍在提高产量，目前整个

原油市场仍处在供应过剩的状态，预计

油价上行幅度受限。

美国库存见顶可期

美国原油库存的意外下降成为多

头进攻的利器。 美国能源资料协会

（EIA）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

国原油库存意外出现3月以来首次下

降， 汽油和馏分油库存降幅均大于预

期，并且进口减少。（下转A02版）

板块轮动显现

期市“滑头”转战忙

以黑色系为首的“上涨第一梯队” 隐退之后，本周农产品期货接过上涨大

旗，出其不意地走出了全面大涨的行情，把试图利用黑色系下跌而布局头寸的

空头涮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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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商业银行

净利同比增长6.32%

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4716亿元，同比增长

6.32%。 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不良贷款余额13921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177

亿元；不良贷款率1.75%，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