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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近日召开安全
生产调度会议。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
在听取尾矿库专项整治及综合治理行
动汇报后强调，尾矿库治理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要以治理隐患、优化布局为
工作重点，以防范事故、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为主要目标，乘势而上巩固
成果，一鼓作气扩大战果，今年底前全
面消除危库和险库，集中力量打赢这
场歼灭战。

2007 年以来，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会同有关部门，强力推进尾矿库专

项整治和综合治理行动，尾矿库安全保
障条件明显改善，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
升。自 2010 年河北承德“6·19”尾矿砂
垮塌较大事故后，全国尾矿库连续 61
个月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共有尾矿库 11359 座，比
2007 年减少约 40%。其中，危库、险库
共 31 座，病库 741 座，分别比 2007 年
下降 98.4%和 75.6%。辽宁、安徽、福建
等 10 个地区彻底消除了危库、险库和
病库。

杨栋梁强调，危库、险库总量虽不

大，但危险系数高，防范事故能力低，安
全风险大，必须逐一落实治理方案、治理
资金和责任人，今年底前全部消除 31
座危库和险库，彻底治理隐患，做到不留
后患。要强化“头顶库”、“三边库”等的
安全评估，科学论证风险范围，掌握周边
居民、学校、厂矿及重要设施的底数，库
库摸清、一库一策、落实责任，研究制定
治理和预防事故的对策措施，坚决防范
群死群伤。

杨栋梁指出，当前矿业经济持续低
迷，一些矿山长期停产，尾矿库长期停

用，未按要求实施闭库；一些企业安全投
入不足，安全管理不到位，隐患治理不及
时，影响尾矿库日常运行和维护。要加大
监督执法力度，深化尾矿库 “打非治
违”，重点打击无设计非法排尾、不按设
计规范排尾等行为。要继续深化无主尾
矿库隐患治理，明确职责、强化措施，杜
绝出现新的无主尾矿库。要创新尾矿库
安全监管机制，强化已闭库尾矿库监管
责任落实，推动尾矿库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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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监总局：今年底前全面消除危库和险库

2014 年我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为 4417 万吨，同比增长 7.2%，再生
有色金属工业主要品种(铜、铝、铅、
锌)总产量约为 1153 万吨，同比增长
7.5%。其中再生铜产量约 295 万吨，
同比增长 7.3%，占精铜产量的 37%;
再生铝产量约 565 万吨，同比增长
8.7%，占原铝产量的 23%;再生铅产
量约 160 万吨，同比增长 6.7%，占铅
产量的 38%; 再生锌产量 133 万吨，
同比增长 3.9%，占锌产量的 23%。

2014 年国内主要废有色金属回
收量约为 798 万吨，占再生金属原料
供应量 60%以上，其中废铜回收量约
为 135 万吨，废铝回收量约为 370 万
吨，废铅回收量约为 160 万吨，锌回
收量约为 133万吨。

2015 年中国再生有色金属的需
求量不会有显著增加，市场价格也不

会有明显提高。国内有色金属制品的消
费量和社会积蓄量不断增加，初步估算，
2015 年国内废有色金属回收量将继续
保持稳定，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较小。随着
政府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2015
年，有色金属回收利用市场环境有望进
一步优化。

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2014 年中国家用电冰箱产量为

9337 万台，同比下降 0.04%;生产房间
空气调节器 1.57 亿台，同比增长
11.46%; 洗衣机产量 7114.33 万台，同
比下降 1.2%; 生产微型计算机 3.51 亿
台，同比下降 0.8%;彩电产量 15541.94
万台，同比增长 10.8%。2014 年家电业
主营业务收入为 1.41 万亿元，增幅达到
10%，共完成利税总额 1407.3 亿元，利
润总额 931.6 亿元，分别比去年增长
19.5%和 18.4%。

2014 年，我国五种主要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的回收量约为 13583 万台，约合
31 万吨。其中废电视机回收量为 5860
万台;废电冰箱回收量为 1332 万台;废
洗衣机回收量为 1420 万台; 废房间空
调器回收量为 1961 万台; 废微型计算
机回收量为 3010 万台。

2015 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
首批目录产品(四机一脑)的理论报废量
将继续增长。而黑白电视机的理论报废
量仍将持续下降。由于首批目录产品中，
电视机处理量巨大、且补贴标准高，导致
处理基金收支严重失衡。目前，财政部正
在研究调整处理基金征收和补贴标准。
预计 2015 年，在新的基金征收和补贴
标准下，首批目录产品的回收处理数量
较 2014年持平或略有下降。

二、报废汽车
2014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

到 15447 万辆 (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
车972万辆)，同比增长 12.4%。2014年
我国回收拆解报废汽车 220 万辆，其回
收量占汽车保有量的 1.42%。2014年我
国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发展稳步推
进，全国获得拆解资质的企业数量达 597
家，同比增加 3.65%;隶属回收网点 2432
个，同比增长1.4%。报废汽车回收网点已
覆盖全国 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

2015 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继续减
弱，市场需求复苏动力不足，尤其是我国
钢铁行业仍在进行结构调整，导致钢材
产能下降，废钢价格低迷不振，也将对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销售产生不利影响。但
2015 年又是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面
临经营困难与发展机遇并存的一年，预
计报废汽车回收量可达到 280 万辆，同
比增长 27.3%，企业经济效益也会进一
步提升。 中国有色网

目前国内废旧有色金属现状和趋势预测

豫南近日连
降暴雨，中石化
河南油田采油二
厂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以确保生
产安全。图为员
工冒雨检查设备
隐患。
胡 强 摄

近日，紫金矿业发布半年度业绩
预增公告称，根据初步核算，预计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0%。公告
显示，上年同期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940 万元，每
股收益 0.051 元。

有分析表示，之所以紫金矿业半
年业绩实现逆市增长，是因为集团公
司通过强力的降本增效以弥补产品价
格下跌带来的损失。2015 年 1-6月，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跌，其中黄金均
价较 14年同期下跌 5.9%、铜均价下

跌 12.4%。据披露，为了保证业绩同比增
长，集团公司通过提高产能、减员增效、
降低成本费用等措施，弥补了由于价格
下跌带来的部分毛利减少；此外，冶炼企
业降低成本，减亏增效显著；套期保值措
施也取得一定效果。

2015 年，集团公司在国际化和资源
储备方面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据了解，
集团公司计划非公开发行 24.69 亿股股
票，募资不超过 100 亿元用于收购刚果
（金）卡莫阿铜矿、巴新波格拉金矿部分
股权和其他项目。集团公司此次拟收购
的海外矿山均是超大型矿山，意在抓住

大宗矿产品低迷期的机遇，实现大规模
优质资源收购的突破。如果此次超大型
资源收购成功，按权益测算，紫金矿业的
黄金资源储量将增长 10%，铜资源储量
将大幅增长 74%。

此外，集团公司仍在积极分享政策
红利。今年 3 月国家发布“一带一路”
战略，将加大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
的勘探开发合作，集团公司所在的福建
省被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在
“一带一路”的境外区域，集团公司下
属的塔中泽拉夫尚金矿已成为塔吉克
斯坦最重要的黄金企业；俄罗斯图瓦

锌多金属矿和吉尔吉斯斯坦左岸金矿
将于 2015 年投产。在境内区域，西北
地区是“一带一路”规划中面向中亚、
南亚、西亚国家的重要通道、商贸物流
枢纽和产业基地，集团公司在该地区
已拥有新疆阿舍勒、青海威斯特、陇南
紫金、新疆乌恰金旺和新疆金宝五大
主力矿山。2014 年，公司西北地区企
业盈利占该公司整体盈利的 40%以
上。依托“一带一路”先发布局优势，
集团公司将陆续受惠于相关政策，前
景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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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上半年净利润预增 20%

近日，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
周二公布数据显示，2018 年以前全球
铜矿产能预计将以每年 6%左右的速
率递增，到 2018 年将达到 2,750 万
吨 /年。

2015-2018年之间，铜精矿产能
预计每年增加6.5%，到 2018年将实现
2,180万吨 /年；溶剂萃取法 /电解冶
金法的产能年增速料稍慢，在 4.4%，到
2018年产能将触及570万吨 /年。

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表示：
“2018 年以前，秘鲁料占到新矿项目
和项目扩产所带来的额外产能的

26%，其次为赞比亚、墨西哥、蒙古、中国
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

ICSG 表示，在一些目前没有铜矿
的国家，一些项目也在筹划之中，包括阿
富汗、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斐济、希
腊、以色列、巴拿马、苏丹和泰国。

ICSG的分析师称：“到 2018 年，上
述这些新加入国家的铜产能预计将触及
15万吨 / 年，如果 2018 年以后这些国
家的项目继续开发，那么他们的产能将
超过 100 万吨 /年。”

ICSG 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张冶炼
产能。” 文华财讯

全球铜矿产能爆发
冶炼产能年增速料稍慢

中国铁路装备首个海外制造基
地，中国中车旗下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东盟制造中心近日建成投产，马
来西亚由此成为东盟第一个拥有轨道
交通装备产品新造能力的国家。同时，
该公司出口马来西亚的世界最高速度
米轨动车组日前在当地 10000 公里
无故障运行测试中，创下 176 公里 /
时速的米轨铁路世界速度之最。

据了解，东盟制造中心具备每年
新造 100 辆动车组的能力并兼营电
力机车和轻轨车辆等全系列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能力。当天，马来西亚马华党
主席、交通部长廖中莱率马华党党代
表、马国铁以及 20 多家本土新闻记
者共 180 余人，考察了东盟制造中
心。对东盟制造中心建设取得的成就，
廖中莱非常满意，表示将坚定支持中
车株机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随后，廖中莱一行试乘了设计时

速为 160 公里的米轨(一米宽轨距)动车
组列车。据了解，这款米轨动车组不久将
在首都吉隆坡到马泰边境的巴东勿刹
520公里的电气化线上运营，可把该区
间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 22 小时缩短到
7 小时，成为大马最快捷、方便、安全、舒
适的绿色交通工具。

2013 年 9 月，中、马两国签署了 10
列米轨动车组合同，在短时间内，中车株
机公司完成了动车组的研制。2014 年
11 月，首列动车组在中车株机公司成功
下线，受到了全球业界的极高关注和马
来西亚客户的高度肯定。

参与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装备建设以
来，中国中车株机公司已成为其轨道交
通装备发展最大的推动者，提供了市场
份额 80％以上的产品。目前，中车株机
公司已有三个子公司落地马来西亚，
90%的员工是马来西亚本地员工。

中国工业报

中国铁路装备
首个海外制造基地建成投产

近日，湖南省政府与中国五矿集
团公司在长沙举行会谈，就中国五矿
在湘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及相关业务开
展等情况交换了意见。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董事长
何文波出席并讲话。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寻寰中，副省长黄兰香，省
政府秘书长向力力，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李福利出席。

杜家毫充分肯定中国五矿特别是
旗下株冶、株硬等在湘企业，长期以来
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突出贡
献。他说，近年来，湖南与中国五矿按
照既定合作目标任务，同心同行、携手
共进，有力推动了湖南有色资源的整
合和高效集约开发，优化了中国五矿
战略布局，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作
为有色金属之乡，湖南历来高度重视

有色冶炼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革发
展，希望中国五矿充分发挥资金、技术、
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加快在
湘企业转型升级，加大在湘项目建设力
度，延伸产业链条，助推湖南打造成为全
国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发展高地。湖
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全力精心服务、大
力支持配合、尽力排忧解难，为中国五矿
在湘企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和项目建
设提供良好环境。

何文波感谢湖南省委、省政府长期
给予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中国
五矿将更好地肩负起央企的社会责任和
经济责任，加快推进集团在湘企业改革
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期待湖南各级各
部门一如既往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同时，希望双方把各自发展规
划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合作领
域，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湖南日报

中国五矿助推湖南打造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高地

近日，从北京传来喜讯，经国家科
技部 5 位专家验收并全票通过，由武
汉理工大学和卫华集团共同研制生产
的一台自重 570 吨的特大型挖泥机
在卫华集团告竣。这台目前国内最大
挖泥机的诞生，结束了我国一直没有
自主研发、自行设计制造特大型挖泥
机的历史。

据悉，该挖泥机是国家“863 计
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此项目
经前期市场调研、市场预测、方案制
定、专家评审等阶段，于去年 6 月开
始生产制造。在生产制造中，技术和生
产制造人员突破重重难关，特别是对
一些超大型钢结构及复杂零部件制
作，如 3.6×8.4m 的支撑圆筒，12.5×

10.5×1.85m 的转台，30×4.5×1.8m 的
臂架等，仅工装胎具就设计制作了 20
余种，使该设备更加科学、精密。

该挖泥机使用了平挖控制、水下挖
掘可视化、超大功率变频多传动控制等
先进技术 16 项，其中 3 项技术达到国
内领先。此机与其相匹配的船只组装后，
可用于河道疏浚和海底电缆铺设前的泥
石挖掘等。该挖泥机钢丝绳最大拉力 70
吨，最大下潜深度达 60 米，一次可挖泥
石 18立方米。

据了解，之前国内使用的同类产品
全部依赖进口，卫华大型挖泥机的成功
研制，打破了国际垄断，标志着我国大型
挖泥机一举迈进了世界高端制造领域。

中国工业报

国内最大自重 570 吨
特大型挖泥机诞生

马钢煤焦化公司新区分厂始终把环保作为重中之重，在强化职工环保意识的
同时，严格生产工艺流程环境治理整顿，及时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发生。图为检
修人员正在认真更换装煤设备。 赵春阳 摄

据海关统计，2015 年上半年，我
国进出口总值 11.53 万亿元人民币 ，
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 6.9%。其中，
出口 6.57 万亿元，增长 0.9%；进口
4.96 万亿元，下降 15.5%；贸易顺差
1.61 万亿元，扩大 1.5 倍。

6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07 万
亿元，下降 1.9%。其中，出口 1.17 万
亿元，增长 2.1%；进口 8906.7 亿元，
下降 6.7%；贸易顺差 2842 亿元，扩大
4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主要
情况：

1、贸易方式结构不断优化：一般
贸易出口显著增长。上半年，我国一般
贸易进出口 6.38 万亿元，下降 6.3%，
占进出口总值的 55.3%，较去年同期
提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
口增长 6.3%，快于总体出口增速 5.4
个百分点。

2、贸易伙伴多元化取得明显成
效：对新兴市场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出口增势良好。上半年，我国对美
国、东盟、印度双边贸易分别为 1.64

万亿元、1.38 万亿元和 2096 亿元，分别
增长 4%、1.6%和 1.1%。其中，对东盟、
印度、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
长 9.5%、10.7%、3.7%和 12.9%，出口值
合计占我出口总值的 26%，较去年同期
提升了 1.9 个百分点。此外，对孟加拉
国、巴基斯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
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分别增长
27.9%、25.9%、17.7%、17.2%和 17.3%。

3、主要外贸省市优势更加明显：广
东等外贸大省市表现好于总体。上半年，
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福建等省市进
出口虽然分别下降 1.8%、3.9%、3.3%、
2.5%和 0.5%，但优于 6.9%的总体进出
口降幅。同期，河南出口增长 19.4%，明
显高于同期出口总体增速。

4、外贸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民营
企业比重显著提升。上半年，我国民营企
业进出口 4.14 万亿元，下降 0.5%，占我
进出口总值的 35.9%，较去年同期提升
2.3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外贸自主发展能
力在逐步增强。

5、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
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部分

高端产品出口增速较快。上半年，我国出
口机电产品 3.78 万亿元，增长 3%，占同
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57.6%；其中，手机、
轨道交通设备、金属加工机床、医疗仪器
及器械、纺织机械等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同期，出口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
具、家具、塑料制品等 7 大类劳动密集
型产品 1.34 万亿元，增长 0.7%，占同期
我国出口总值的 20.4%；其中，玩具、家
具、箱包出口增速超过 10%。

6、贸易价格条件明显改善：部分大
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对外贸易效益提
升。上半年，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保
持增加。其中，进口原油 1.63 亿吨，增长
7.5%；成品油 1579 万吨，增长 3.3%；大
豆 3516 万吨，增长 2.8%。同期，我国进
口价格总体下跌 10.9%。其中，铁矿砂、
原油、成品油、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
品价格跌幅较深。上半年，我国出口价格
总体下跌 1.3%，跌幅明显小于同期进口
价格总体下跌幅度。由此测算，上半年我
国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为 110.8%，也就是
说我国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以多换回
10.8%的进口商品，意味着我国贸易价格

条件明显改善，对外贸易效益有所提升。
以上情况表明，今年上半年我国对

外贸易市场多元化取得新进展，区域布
局趋向合理，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贸易方
式、贸易主体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
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
国外贸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困难。例如，
上半年，我国与欧盟、日本双边贸易分别
为 1.67 万亿元和 8320.2 亿元，分别下
降 6.8%和 10.6%。外商投资企业、国有
企业进出口分别为 5.42 万亿元和 1.97
万亿元，分别下降 4.8%和 14%。加工贸
易进出口 3.58 万亿元，下降 8.6%。此
外，今年 6 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
数为 34.8，较 5 月回落 0.2，表明未来两
三个月的出口压力仍然较大。

当前，我们要正确看待外贸发展新
常态。面对严峻复杂的外贸形势，海关将
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服务、优化环境，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外贸稳定
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稳中求进，
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实现外贸
平稳增长和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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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轨道交通设备、金属加工机床出口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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