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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资源价格上涨

强调产运需自主衔接 支持签订中长期合同

新一轮谈判煤企话语权随价而升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国家发改委10日下发 《
关于
指导做好2014年煤炭产运需衔接
工作的通知》，强调产运需用户自
主参与衔接， 同时支持供需双方
签订2年以上的中长期合同，建立
长期稳定的供需关系。
而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大
型煤炭和电力企业获悉，新一轮电
煤合同谈判已经正式提上日程，甚
至部分企业表示双方谈判已经接
近尾声， 开始进入合同签订阶段。
有业内人士透露，随着10月以来煤
炭价格出现反弹，新一轮谈判中煤
炭企业的话语权又开始增强。
业内分析认为， 在新一轮电煤
合同谈判启动的背景下出台文件，
不仅能对双方谈判与博弈起到指导
作用， 支持中长期合同也将有利于
避免煤炭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局面。

中长期合同受支持
金银岛煤炭行业分析师戴兵
认为，《
通知》 实际上是为了保证

煤炭、 电力和铁路部门的三方衔
接，由煤炭企业保证供应量，由电
力企业保证需求量， 由铁路运输
部门保证运输。
《
通知》明确指出，产运需衔
接工作中， 应充分尊重企业市场
主体地位， 凡依法生产经营的煤
炭、 用户企业， 均可自主参与衔
接。 戴兵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再次
强调了市场主体地位。 今年以来，
煤炭价格出现了先抑后扬 的 走
势，煤炭供应调价相应频繁很多，
大型煤炭企业几乎每周都要调价
一次。 而这正是煤炭市场化的重
要表现。
《
通知》明确指出，支持供需
双方签订2年以上的中长期合同，
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需关系。 这对
于新一轮电煤合同谈判将有明显
的指导意义。 今年动力煤市场大
起大落， 对于煤电供需双方来说
都是不利的， 煤电双方都在考虑
用一种新的方式， 以缓解市场波
动过大的影响。 此前曾有消息称，
对于新一轮合同谈判的定 价 方

产销超去年全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公
布今年前11月产销数据。 继9
月、10月产销比上年同期增速
明显提高后，11月产销创有史
以来月度产销最高记录， 增速
继续保持明显提高趋势。 1-11
月， 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去年
全年。
乘用车产销增长明显。 11
月，汽车生产213.43万辆，环比
增 长 11.39% ， 同 比 增 长
21.17%；销售204.39万辆，环比
增长5.75%，同比增长14.12%。
其中，乘用车生产178.34万辆，
环比增长 12.04% ， 同 比 增 长
24.54%，销售169.63万辆，环比
增长5.64%，同比增长16.08%；
商用车生产35.09万辆，环比增
长8.23%， 同比增长6.54%，销
售34.76万辆，环比增长6.32%，
同比增长5.42%。 1-11月，汽车
产销1998.93万辆和1986.01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14.34% 和
13.53%。 其中 ， 乘 用 车 产 销
1630.29万辆和1615.18万辆，同
比增长15.78%和15.10%；商用
车产销368.64万辆和370.83万
辆，同比增长8.37%和7.15%。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
率继续下降。11月，中国品牌乘
用车销售68.64万辆，比上月增
长 5.5%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5%；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0.5%，与上月大致持平，比上
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 1-11
月， 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
646.21万辆，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5%， 低于乘用车总体增长
速度3.6个百分点；占乘用车销
售总量的40%， 比上年同期下
降1.3个百分点。 (李香才)

式， 今年或有企业执行 “
基础价
格+指数浮动价”定价。 从现有意
向看， 今年拟采用以环渤海动力
煤价格指数为定价基准的煤炭和
电力企业明显增多。
实际上， 自从合同煤价格取
消后， 定量不定价形式已经成为
常态。 业内同时透露，煤电双方中
长期合同实际上已经在执行。 港
股上市公司中国电力日前曾发布
公告称， 已与中煤能源及淮南矿
业分别订立煤炭供应框架协议。
公告显示，2014年、2015年、2016
年三个财政年度， 中煤能源向中
国电力供应的煤炭年度总量将分
别 达 120 万 吨 、140 万 吨 及 140 万
吨。 同样在上述三个财政年度内，
淮南矿业向中国电力供应的煤炭
年度总量将分别达930万吨、1210
万吨及1490万吨。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正如
往年的煤炭供应合同，这一次中国
电力和上述两家煤企签订的协议
同样是有量无单价。 根据协议，双
方将不时通过讨论及公平协商方

式以决定卖方所供应给买方的煤
炭价格、质量、数量及运输方式。

煤企叫涨煤价造势
与去年相比， 在新一轮电煤
合同谈判中，大型煤炭企业的话语
权已经明显增强。这与煤炭价格今
年10月以来的回暖密不可分。
从第4季度起，内地煤价不断
攀升， 最新一期环渤海5500大卡
动力煤均价， 每吨升18元至594
元，逼近600元关口。 港口人士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环渤
海港动力煤市场成交价仍在继续
探涨，与指数差距较大，预计本周
煤价指数仍将是大涨节奏。
此前曾有业界观点认为，当
前煤企巨头都在纷纷叫涨煤价，
或是为年末的电煤合同谈 判 造
势。 “
今年末，神华、中煤等煤炭巨
头纷纷借势连续多周涨价， 为年
末电煤合同谈判争夺主动权。 很
显然， 煤企更希望今年的谈判时
间稍晚一些， 以便拿到绝对的话
语权， 毕竟目前的煤价对于明年

合同煤是一个参考。 ”
部分业内人士也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煤炭价格的此轮涨
价或将是“
最后的疯狂”。 随着冬
储的结束和煤电谈判合同 的 落
地，再加上进口煤的逐步增加，估
计明年元旦后，煤价维持平稳，春
节后则将再次下滑。
卓创资讯分析师刘冬娜表
示，煤炭利空因素正在不断加大。
首先， 各主产省11月煤炭产量均
出现明显增加， 内蒙古产量环比
增加36%；其次，进口煤压力再度
袭来，11月环比增18%，国内煤价
经一个多月连涨后， 与外煤价差
正加大；再次，北方港下游派船拉
煤积极性有所降温， 近期锚地船
舶量回落明显。
她说， 各地煤电企业煤炭订
货会陆续开始， 预计大型煤企短
期内继续拉涨意愿不减， 沿海大
型煤企挂牌价或将再现历史新高
涨幅。 但长期看，Q5500煤种600
元/吨以上的成交价支撑力并不
稳固。

中钢协明年将推进口铁矿石每日价格指数
□本报记者 于萍
由于进口铁矿石价格长期处
于高位， 国内钢铁企业的盈利空
间被极大吞噬。 尽管明年将迎来
矿山扩产周期， 但是业内人士预
计， 钢铁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铁矿
石需求量仍将支撑矿价维持高位
水平。 为了应对波动的进口铁矿
石价格， 中钢协已联合相关部门
研究编制进口铁矿石每日价格指
数， 铁矿石价格的发布频率将明
显提高。

日照港矿石码头车辆在装卸铁矿石。
能否得到市场认可还是要看指数
的“
透明度”。
反映市场真实交易情况，这
也是中钢协 多 次 倡 导 要 推 出 铁
矿石中国指数 的 最 大 初 衷 。 从
目前最多被采 用 的 普 氏 指 数 来
看， 由于并未 充 分 考 虑 国 内 大
型钢厂 的 报 价 权 重 以 及 评 估机
制的有限性，受到国内众多人士
的质疑。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1年中
钢协联合五矿商会等部门推出了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在运行两
年多的时间后， 这一指数已经开
始在铁矿石交 易 中 发 挥 一 定 作
用。 不过，由于铁矿石价格的波动
性更加频繁， 按周发布的铁矿石
价格指数已经 不 能 覆 盖 市 场 变
化。 基于此，中钢协计划通过按日
发布进口矿价格的变化， 反映市
场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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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需求支撑矿价
原材料成本一直是困扰我国
钢铁行业盈利的问题之一，2014
年铁矿石将迎来扩产周期， 供应
量的增大似乎让市场看到了矿价
下调的曙光。 不过，众多业内人士
指出， 铁矿石增产并不一定意味
着过高的矿价 将 会 发 生 根 本 扭
转， 由于钢铁行业发展所带来的
铁矿石需求量巨大， 国际矿价还
会在相当长时期维持历史高位。
“
钢铁生产具有连续性，一旦
高炉开了就不会轻易停产。 但铁
矿石生产不同， 未来铁矿石会出
现供求平衡或略有富余， 而不会
出现过剩。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院长李新创直言。
我国钢铁生产严重依赖外矿
也成为进口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的
重要原因。数据显示，1-10月我国共

从74个国家进口铁矿石6.69亿吨，
较2012年同期增加6017万吨，增幅
近10%。 共计花费863.2亿美元，吨
矿进口均价129.1美元。 海关总署最
新数据显示，11月我国进口铁矿砂
及其精矿7784万吨， 较上月增加
1001万吨，且同比增长18.33%。
“
中国消费了全球60%的铁
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70%，而海
外权益矿占比才不到10%， 怎么
可能会有公平的价格体系？ ”李新
创表示， 只有打破垄断， 加大供
应，矿价才能合理。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专家马
建明也表示，由于我国钢铁工业
发展对铁矿石 的 需 求 量 十 分 巨
大，长期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局面
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未来数年国
际市场铁矿石 价 格 还 会 在 相 当
一段时期保持 当 前 历 史 的 高 位
水平。

宇通客车产销量攀升
伴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
发展不断出台扶持政策， 作为
新能源客车的领军企业， 宇通
客车11月份车辆生产量同比增
幅达到11.77%，环比增长达到
54%。 公司证券部人士表示，10
月份以来宇通客车产量和销量
处于稳步回升状态。
宇通客车10月份生产量为
4782辆，销售量为4120辆；11月
份数据则分别升至7376 辆 和
7121辆，环比增长达到54%。 宏
源证券分析师何亚东认为，宇
通客车12月份的销量值得期
待,有望保持30%增长。
而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
确定后，各地均加紧了2013年
新能源公交车的采购，这对于
年末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的
销量将形成进一步刺激。 中国
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
悉，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城市名单有望在近期出台，
前两批新能源汽车试点推广
城市(包括城市群)的总数有望
达到100个。
据了解， 一些未能纳入第
一批名单的城市正在抓紧修改
和完善申报材料， 迅速组织第
二批申报。 (王小川)

11月钢铁产量创年内新低
钢企利润逐渐下滑
□本报记者 钟志敏
在环保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双
重压力之下，钢铁产量开始下滑。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
份国内粗钢日均产量202.93万吨，
环比下降3.34%，创下今年以来最
低水平。 产量下降的同时，钢铁企
业的盈利也在逐渐下滑， 中钢协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当月列
入统计的86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17.16亿元， 环比
下降了47.46%。
业内人士表示， 钢铁产量虽
然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 在铁矿
石价格“
易涨难跌”的背景下，钢
价后期将继续盘整， 钢铁企业盈
利水平将继续下滑。

产量开始下降
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11月下旬重点 企 业 粗 钢 日 产 量
170.9万吨，减量4.14万吨，旬环比
降2.37%； 全国预估粗钢日产量
209.1万吨，减量4.09万吨，旬环比
降1.94%。 数据同时显示，11月下

□本报记者 游沙
日前， 红木主要出口国缅甸
对外宣布， 将从2014年4月1日开
始停止原木的出口， 木材必须经
加工提高其价值后方可出口。 中
国证券报记者也从多家红木家具
馆了解到， 部分红木原材料价格
增幅较大，缅甸花梨的价格从7月
份开始不断上涨， 直径40cm至
70cm的原材从最初的1.18万元/
吨，上涨到现在的1.85万/吨至2万
元/吨，且价格仍处于上升通道。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红木分会
殷亚方秘书长表示， 目前部分红
木树种木材价格上涨主要源于红
木资源的稀缺，加剧了供需矛盾。
其中，主要以受CITES公约管制的
树种木材价格涨幅较大， 其他树
种的价格总体还比较稳定。 不过，
随着木材资源供需矛盾的不断加
剧， 有可能导致包括红木在内的
珍贵热带木材资源的整体波动。
业内人士分析， 中国红木家
具产业的集中度非常低， 随着红
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红木家具
产业或将迎来整合期， 行业洗牌
速度会加快， 将有利于宜华木业
等具有上游资源的全产业链家具
企业。

今年6月12日生效的《
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新修
订) 显示， 在中国红木产业用材
中，交趾黄檀、中美洲黄檀、微凹
黄檀、 伯利兹黄檀和卢氏黑黄檀
由附录III被升列至附录II， 加上
附录原有的檀香紫檀和附录I的
巴西黑黄檀，目前共计有7种重要
红木树种进入了一、 二级保护植
物目录， 这意味着这些树种都要
有进出口许可证或者再出口证明
书，才能进行国际贸易。
根据新《
公约》规定，红木材
料原产国开始严禁红木砍伐并控
制出口贸易。 从今年5月份起，越

南率先对红木原材料出口提税
200%；10月中旬，越南、老挝报关
公司通知中国合作方， 凡在这两
国订购的交趾黄檀必须于10月25
日前全部出关， 以后越南政府将
严禁出口。
殷亚方表示， 我国的红木资
源很少，绝大部分依赖进口。随着
全球环保压力的持续增大， 同时
为了促进本国林产工业经济的发
展， 各国纷纷出台新的木材出口
政策， 限制原木和锯材等初加工
产品的出口， 这就进一步造成了
红木资源的稀缺。
一位红木家具厂商老 板 透
露，“
直径50公分左右的缅甸酸枝
木价格已经涨到了23000元/吨，
相比年初涨了一倍多， 缅甸花梨
直径70公分的现在有报价已经到
6万多元/吨， 而上半年买价大约
在8000元/吨。 ”

利好全产业链企业
国海证券分析师范曾表示，
中国是木材需求大国， 日渐增长
的木材需求量使得森林资源变得
极其紧缺， 锯材和原木进口量持
续增大，进口成本持续增加，而像
宜华木业等具有上游资源的全产
业链模式企业将从中受益。
宜华木业是国内大型的木制
家具生产企业， 公司一直重视储
备上游林木资源， 公司具有充足
的红木原材料来应对红木资源供
应的紧张。 特别是公司去年收购
的加蓬林地具有高价值品种480
万立方米，包含许多红木，如大红
檀、非洲紫檀、紫檀木、非洲花梨
木等， 这些是东南亚红木的理想
替代品。
宜华木业相关人士表示，公司
延伸上游去掌控林木资源， 一方
面，可以减少成本，估算下来每立
方米可以降低成本1000元；另一方
面，随着环保标准提高，优质林木
资源将变得稀缺，这样一来，公司
就可以保障产品的原材料质量。

中医药标准体系框架成形

指数发布频率加快
据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人
士透露，目前中钢协正在牵头，有
冶金矿山协会参与， 编制每日进
口矿价格指数。 该指数计划于明
年初报批，试运行后，预计将在明
年发布。 该指数将每日发布进口
矿价格， 为钢企进口铁矿石提供
参考。
在目前国内流行的多种指数
中， 除了中钢协发布的中国铁矿
石价格指数（
CIOPI），还有北矿所
推出的铁矿石 现 货 交 易 基 准 价
格， 新华-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此外，联合金属网、我的金属网、
钢之家等机构也纷纷推出了铁矿
石指数。 在钢厂协议矿及期货的
定价过程中， 还普遍参考了国外
的普氏价格指数、金属导报MBIO
指数等。
“
国内大中型钢企一般采取
协议矿的定价模式， 参考标的通
常按照普氏月度指数； 此外还有
平台交易、一船一议、市场采购、
港口矿等多种方式， 参考价格也
不太一样。 ”联合金属网分析师张
佳宾表示，每个指数都各有优劣，

行业洗牌利好全产业链企业

红木资源变稀缺

价格高位难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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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末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库存量为
1295.4万吨，较中旬末下降了98万
吨，环比降幅7.03%。
中联钢分析师表示，下旬重点
企业粗钢日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
河北钢铁集团减少了5.88万吨。
产量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在
高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年 11 月 份 全 国 粗 钢 产 量 6088 万
吨，同比增长4.2%；1-11月份全国
累计粗钢产量71286万吨，同比增
长7.8%。
产量下降，库存降低，催生钢
价上涨。 上周，国内现货综合钢价
指数止跌回升， 一周上涨0.33%。
分析师表示，螺纹钢期货“
前强后
弱”，钢坯价格震荡上行，铁矿石
价格相对坚挺， 成本上对钢价仍
有支撑， 加之部分市场部分规格
资源短缺的现象仍未缓解， 所以
现货钢价出现了反弹。
在板材市场上， 价格总体略
有上涨。 中厚板价格止跌反弹，上
海、成都等地价格稳定，天津、广
州等地吨价一周上涨10至80元。
在建筑钢市场上，价格上涨较

为明显。上海、广州、北京等主导市
场以及全国多个市场的吨价，一周
出现了10至100元的涨幅。
市场人士表示， 目前处于钢
铁需求的淡季，价格上涨后，部分
市场的成交萎缩， 下游采购迟迟
未能有效跟进， 商户在实际成交
中有一定的议价空间。 加上年前
市场的资金较为紧张， 冬季各地
的施工也有所放缓， 钢价可能会
重回盘整的格局。

盈利逐渐下滑
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10月当月列入统计的86家重点大
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16
亿元，而9月当月实现利润32.66亿
元，环比锐减15.5亿元，环比降幅
47.46%。 重点钢铁企业连续三个
月（
7月-9月）实现利润逐月增长
的势头宣告终结。
除6月亏损外，2013年以来重
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其余的月份均
是盈利的， 而且下半年以来的盈
利情况明显好于上半年，其中9月
当月实现32.66亿元利润。

数 据 还 显 示 ，10 月 当 月 ， 行
业亏损面为20.9%。 这一数据高
出9月同期4.3个百分点。 同时，
10月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比9月
同期增加了1.8亿元。 这说明10
月重点大中型 企 业 的 盈 利 情 况
开始恶化。
中联钢研究中心吴芳表示，由
于11月和12月进入了钢铁下游消
费的传统淡季，不排除市场上由于
局部资源的短缺而出现短暂拉涨
的可能，但缺乏下游需求的有力支
撑，注定这种上涨并不可能长时间
持续，加之进口铁矿石价格“
易涨
难跌”的特点，使得钢铁生产企业
高成本压力难以缓解。
“
按惯例，钢厂在完成年底的
检修任务后， 多是正常组织生产
以完成年初制 定 的 生 产 经 营 目
标。 可以预见，11月和12月钢厂的
粗钢产量并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钢材市场供给压力不会有明显变
化，11月和12月大中型重点钢铁
企业实现利润额或将难以逾越10
月水平， 环比下降的态势仍将继
续。 ”吴芳表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公
室主任王炼10日上午通报， 到目
前为止， 我国共发布了中医药国
家标准27项， 行业及行业组织标
准470多项，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
的中医药标准体系框架。
王炼介绍， 中医药标准化工
作是中医药事业的一项基础性、
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为推进中
医药标准化建设， 国家层面目前
已发布一系列宏观指导和制度建
设文件，制定了《
中医药标准化中
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
年）》，提出了5个领域11个专项36

项重点任务。 中医药标准体系建
设已初现雏形，《
中医临床诊疗指
南编制通则》、《
中医药行业标准
编制通则》已进入审查阶段，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
中医药标准体系
表》已完成草案。
上述成绩虽然振奋人心，但实
现标准化仍须过三关。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查
德忠“
吐槽”说，标准化建设面临三
大挑战：一是中医各流派个性化的
诊疗手段与规范的统一性之间的
矛盾，二是工作基础薄弱，三是人
才队伍缺乏。 (刘兴龙 戴小河)

苏宁首发新一代Kindle Paperwhite
联合先锋电子推移动端定制机先锋E91W
12月10日， 亚马逊 新 一 代
Kindle Paperwhite登陆中国，除亚
马逊官方商城之外， 将在苏宁云
商旗下苏宁门店、 乐购仕门店和
苏宁易购独家首发。 苏宁易购网
站显示，新一代Kindle Paperwhite
仅售899元。
亚 马 逊 新 一 代 New Kindle
Paperwhite重约206克，电池续航
时间可达8周，采用全新显示技
术、 新一代内置阅读灯和速度
更快的处理器， 同时新增快速
翻书、生词本等多项阅读功能。
不同于传统的阅读设备， 如平
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其专利性
的内置阅读灯可均匀地将光线
投射在屏幕上， 而非将光线从
屏幕底部直射到眼睛。 异于反
光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屏
幕， 新一代Paperwhite在强光下
不会折射反光， 给读者最真实
的阅读体验。
亚马逊Kindle系列产品于6
月7日在苏宁门店、乐购仕门店和
苏宁易购同步上市， 苏宁成为除

亚马逊官方商城外中国大陆地区
的独家零售渠道。 第一代Kindle
系列产品在苏宁双线首发取得了
非常不错的效果， 第一周的销售
数量就突破5万台。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亚马逊
将苏宁作为Kindle系列产品的首
发渠道， 可借助苏宁线下门店良
好的展示、服务、销售功能和线上
便捷的购物体验， 快速地进行产
品推广和市场份额抢占； 再次将
新一代Kindle Paperwhite在苏宁
门店、 乐购仕门店和苏宁易购独
家首发， 应该是首次合作尝到了
甜头。
另外， 苏宁云商联合先锋电
子推出的新一代双摄双闪美颜手
机——
—先锋E91w，将于12月19日
在苏宁易购及全国1600多家苏宁
门店全球开售。 此款定制机特别
将苏宁云技术深度植入， 为用户
量身打造专属的APP， 覆盖日常
阅读、购物、存储等全方位需求，
将成为苏宁重要的移动互联网入
口。 (李巍)

大西洋入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大西洋10日公告称， 在国家
有关部门日前公布的第二十批国
家级企业 (集团) 技术中心名单
中，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成功上榜， 成为
国内焊接材料行业第一家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
大西洋董秘唐敏表示，“
公
司成为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
心， 不仅能优先获得国家的政
策扶持和经费支持， 更重要的
是能借助技术中心平台， 加快
自主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有
效利用焊接领域的社会技术资

源，针对前沿技术、高端产品，
将原材料、产品、工艺、设备几个
方面的技术创新统筹结合，为实
现‘
焊接材料专家’向‘
焊接专
家’ 的成功转型提供技术保障、
技术动力。 ”
作为中国第一家焊接材料生
产企业， 大西洋目前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技术成果500余个，获得国
家、省、市级科技奖项60多个。 据
介绍，大西洋已经确定焊接材料、
焊接应用、 焊接设备三大业务集
约化经营战略， 公司正向焊接整
体服务提供商转型。 (郭新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