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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 7月 22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新
闻发言人介绍 2015 年上半年工业通信
业发展情况。在提问环节，运行局黄利斌
副局长回答十三五期间对于产能过剩行
业的措施，主要从五方面化解过剩产能。

黄利斌表示，比较困难的目前是产
能过剩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
平板玻璃。这些行业的困难有多方面
的原因。前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
规模扩张，有这个原因，也有当前经济
处在下行周期的原因，加上结构调整
任务比较重，行业比较困难。有几个数
字，这几个行业今年上半年的生产都
处在下滑的状态，像粗钢产量上半年
下降了 1.3%，水泥产量下降了 5.3%，
玻璃产量下降了 4.2%。从效益情况
看，煤炭 1-5 月份全行业利润同比下

降了 60%多，水泥、玻璃行业利润下降
了 60%多，冶金行业利润下降了 36%。
所以，这些行业是比较困难的。

他表示，化解产能过剩包括现在，包
括 “十三五”，首先还是要严控新的产
能，主要还是采取新建项目实行等量和
减量置换。第二，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今年的淘汰任务已经下发，要加大力度、
加快完成目标。第三，坚持推进兼并重
组。这方面主要是妥善解决重组过程中
债务处理和职工安置问题。上半年我们
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土地增值税、
并购贷款和外汇登记这些政策得到进一
步的完善。第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我
们要推广钢结构运用和绿色建材下乡，
促进高品质的钢材和铝材运用。第五，加
强与周边国家、新兴国家的合作，鼓励优
势企业“走出去”。 中国有色网

工信部：
从五方面化解产能过剩行业困局

海底蕴含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深海
采矿一直是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近
日，一组科学家向国际相关组织提出建
议，呼吁暂停对深海开采许可证的发
放。

专家们向国际海底管理局（ISA）
发出请求，希望能对海底采矿这一新兴
行业进行严格的环境审核。

目前，全球海底已经发现大量的矿
产资源，但只有加拿大鹦鹉螺矿业公司
（Nautilus Minerals）正式开展了海
底采矿作业。该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俾斯麦海（Bismarck）的索尔瓦拉一
期（Solwara 1）铜金矿项目预计将在
2017 年投产，成为首家成功投入商业
化运作的深海矿业项目。

环保专家对该项目以及类似项目提
出了抨击。他们认为深海采矿应该在全
球特定的海域内禁止，这些项目将对人
类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环境学家杰克·
基丁格（Jack Kittinger）表示，深海采
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是不可逆的，
人类不能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忽视对
环境的保护。

国际海底管理局是否会采纳专家们
的建议，暂停对深海开采许可证的发放
还不得而知，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深海
开采对海洋生态所带来的影响。一组来
自欧洲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对这一课题进
行研究，相信科研成果将对该行业的发
展起到推动作用。

全球金属网

专家呼吁暂停对深海开采许可证的发放

金属价格不断下滑大背景下，国内
有色行业呈现出“喜忧参半”的特点。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0 日，104
家有色金属行业公司中已有 55 家公
司披露了 2015 年中报预告，其中 29
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比刚好超过五
成。沃尔核材、常铝股份分别以 8倍和
3 倍的业绩增速领跑有色行业。

不过，从业绩预告来看，沃尔核材
增长主要得力于对长园集团投资达到
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标准，并非公司盈利
能力的提升。而常铝股份则依靠对产品
结构的调整，大幅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中报预告半数预喜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0 日，国内

有色行业已有 55 家上市公司公布
2015 年中报业绩预告，其中 29家上市
公司预喜，占比达 52.73%。

据统计，在已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
公司中，业绩同比增长且利润贡献为正
的公司达到 27 家，其中业绩预告同比
增速 50%以上的公司有 18 家，而净利
润同比增速 100%以上的公司达到 12

家。
其中，沃尔核材以预计 840%的增

长率成为今年有色行业的中报预增王，
常铝股份、中色股份、刚泰控股、盛屯矿
业紧随其后，业绩增长均超过 200%。

按照沃尔核材发布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3.59 亿元 -3.71 亿
元，同比增长 810%-840%。

而常铝股份则通过盈利能力的提
升，大幅改善公司的中报业绩。

常铝股份 7 月 14 日公告，预计
2015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4200 万元至 4500 万元，同
比增长 386%-421%。

平安证券研报表示，“剔除非经常
性损益因素或者外延收购并表带来的
业绩大增因素以外，上半年主业增速显
著的公司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产量增长
或产品结构优化，主要集中在下游景气
度较高的有色金属加工领域;二是受益
于政策及转型东风的公司。”

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下滑

然而，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
行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有色金属价格普
遍表现不佳，从而导致部分上市公司业
绩出现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已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
公司中，共有 15 家上市公司预计今年
上半年出现亏损，其中 11 家上市公司
业绩同比下滑，西部材料、宝钛股份、太
原刚玉、锡业股份下滑幅度排在前列。

西部材料 7 月 9 日公告，预计上
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亏损 3700 万元 -4200 万元，而公司
去年同期则盈利 188.35 万元。

此外，太原刚玉主导产业钕铁硼磁
性材料的市场上半年竞争激烈，导致营
业收入同比减少，产品毛利率有所降
低，其预计亏损 4500 万元到 5000 万
元。而锡业股份则因锡等主要产品市场
价格持续下滑出现 5.55-5.65 亿元的
亏损，其去年同期盈利 1.70亿元。

数据显示，基本金属上半年 LME
铜、铝、铅、锌、镍、锡价格同比分别下滑
19.64% 、12.21% 、0.48% 、12.18% 、

37.72%和 37.05%。贵金属中，COMEX
金、银同比分别下滑 12.74%、28.31%。
而 COMEX金在7月20日最低下探至
1080美元/盎司，创5年来新低。稀土价
格同样表现不佳，其中轻稀土跌幅更深。

不过小金属价格出现分化，其中碳
酸锂价格受供需两方面利好，其上半年
价格同比上涨 27.67%。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产量增加三倍，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碳酸
锂需求旺盛。其中，天齐锂业预计上半
年净利润 3800 万元至 4600 万元，增
长幅度为 118.00%至 164.00%。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
在金属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行业内
定价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此时在有
色行业进行并购可能以较低的价格成
交，未来金属价格上涨则能获得较好的
收益。”

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国内有
色行业上市公司已发生超过 20 起产
业并购，交易总价值超过 150亿元。

世纪经济报道

2015中报预告出炉 有色行业“喜忧参半”

近日，由中信重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大型加氢筒
体锻件在 18500 吨油压机上成
功锻造。该锻件外径达 6.72 米，
高 3.95 米，单重达 202.61 吨，采
用 338 吨钢锭生产，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加氢筒体锻件。该锻
件的成功锻造，标志着中信重
工已成为国内少数能提供制造
大型加氢锻件的公司之一。图
为锻造完成的筒体。

雷正道 摄

《第一财经日报》从多名权威人士
处独家获悉，目前“十三五”规划的草
案已经完成，将进入到征求地方、部委
和专家等意见的阶段。此后，编写团队
将根据各方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在
中共中央全会上提交审议。

根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 10月在
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
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这意味着‘十三五’规划的时间
表已经基本明晰，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后，规划纲要将会在明年两会上提请审
议通过，届时规划将正式生效。”权威
人士告诉本报，本次规划的特点之一是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来部
署，同时体现着远近结合以及创新等思
路。

初稿已经完成
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五

年计划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
重要作用。而由于处在特殊时期，“十
三五”规划的编写又格外受到关注。

从宏观看，“十三五”规划是以习
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编制的第一个
五年规划，也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
个百年” 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
后一个五年规划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憧憬今

后 5 年的另一个战略意义在于，十八
大报告指出，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
一番。

前述政治局会议强调，“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
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
路、新举措。

此前本报曾独家报道，规划编制小
组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
“中财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等重要经济部门，此外，地方
的主要代表也会全程参与编制。

开篇所述人士对本报表示，目前规
划大框架已经完成，下一步将进入到广
泛的征求意见和论证阶段。在这一过程
中，民主和科学决策将尽可能地发挥作
用。有关意见建议会经过统一讨论后再
吸收到规划中。

早在今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就公
布了 52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委员
会名单。这份名单不仅包含中财办原主
任、发改委原副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
林毅夫等人，更不乏央企老总和知名企
业家。

这名人士介绍，“十三五” 规划将
注重长短结合，既要应对当前的经济挑
战，完成 2020 年目标，又要考虑更长
远的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打下基
础。

此外，将具体研究部署一批对经济
发展和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
工程，这些工程将主要集中在社会建
设、生态环保、改善民生等方面，为补短
板、促均衡、求发展提供支撑。

高层领导人主抓规划编制
作为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接棒

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份规划对各
方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

有知情人士对本报透露，主要领导
人全程参与、关心“十三五”规划编制，
目前来看，一些重点调研和人员配备力
度也超过了以往。

本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就二
季度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与超过 18 个
省份党政负责人的座谈中都将 “十三
五”规划的编制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在
考察调研中，习近平也总是最关心各地
规划与“十三五”规划的衔接。

例如，在 5 月份对浙江的考察中，
习总书记就曾召集华东七省市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就“系统谋划‘十三五’经
济社会发展”召开座谈会；6 月，他又
在贵州召集西南 7 省区负责人谈 “谋
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在刚刚结束的长春考察中，习近平又召
开东北 4 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
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
和建议。

这最近一次的东北考察中，习近平
再提新常态，强调“适应和把握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保持
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
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
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
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
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
演进”。

在总书记调研的同时，政治局七常
委也马不停蹄。据媒体统计，仅今年两
会以来，七常委足迹就已遍布吉林、浙
江、江苏、四川、贵州、福建、陕西、河南、
湖北、湖南、宁夏、广西、重庆等 13 个
省份，其间多次指导规划部署。

此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多个
场合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编制好 “十
三五”规划。早在去年 9 月，国务院常
务会议就编制“十三五”规划曾专门召
开过会议。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要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突出改革创新，着
力在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破
解深层次矛盾上奋发有为、取得更大进
展，促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迈
向中高端水平，实现提质增效升级。

一名接近高层的智囊人士告诉本
报，结合 2020 年的目标来看，“十三
五” 的任务将侧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和民生领域。正如政治局会议强调的，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
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一财经日报

国家十三五规划初稿已完成

近日，锡业股份发布上半年业绩
预告，称当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 5.55 亿元 ~5.65 亿
元，而去年同期这家公司还能盈利
1.7 个亿。受制于业绩亏损，锡业股份
当 期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预 计 亏 损
0.48~0.49 元。

两天后，另一家上市公司宝钛股
份也披露了业绩预亏的公告。该公司
预计上半年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00 万元左右。

两家上市公司的半年成绩单不理
想，跟整个金属消费大环境密切相关。

“本报告期钛产品市场受国内
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主导产品平
均售价下降，导致公司盈利能力降
低。”宝钛股份在公告中如是解释。

锡业股份方面的说法与之相似：
受国际宏观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影响，金属消费市
场需求疲软，加之缅甸矿的冲击带来国
内市场锡供应增加，造成短期内的供过
于求，“这些因素致使锡等主要产品市
场价格持续下滑，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
格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跌幅，主要产品
毛利率大幅下降”。此外，部分存货资产
受价格下跌因素影响导致本期计提的
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实际上，今年一季度，锡业股份就
出现业绩滑坡的迹象了。根据公告，该
公司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亏损 3.07 亿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 461.51%。彼时，由于报告期内锡、
铜等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下跌，锡业股份
的经营毛利下降及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1.09 亿。

不利的情形摆在了几乎所有有色
企业面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
上半年有色金属行情发现，由于主业产

品价格不佳，有色板块上市企业的业
绩喜忧参半。

数据显示，在上半年，像基本金
属 LME 铜、铝的价格分别同比下滑
了 19.64%、12.21%，镍和锡的价格下
跌更惨，同比跌幅分别为 37.72%和
37.05%。 而 在贵金 属中， 包 括
COMEX 金、银也是下滑的，同比分
别下滑 12.74%和 28.31%。

有色价格全面下跌带来的结果
是，尽管诸如常铝股份、盛屯矿业、中
色股份、江粉磁材等上市公司的业绩
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预增均超过
100%，但整体看，截至 7 月 20日，
104 家有色金属行业公司中有 55 家
上市公司公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有
26家报忧，占比 47%。

而横向比较下来，在与煤炭、钢
铁等老大难行业的业绩大比拼中，有
色行业落了下风。

7 月 21 日，财政部对外披露上半年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称 6 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各
项稳增长政策和改革措施效果进一步显
现，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状
况继续向好，主要指标呈现回暖迹象。数
据显示，今年 1~6 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23 万亿元，同比下降 0.1%，其中中央企
业 8724.3 亿元，同比下降 3.1%，地方国
有企业 3608.6 亿元，同比增长 8.2%。

不幸的是，有色行业继续陷入亏损。
财政部提供的上述数据显示，有色行业在
上半年亏损额达到了 44.6 亿元。

从各行业表现看，上半年，包括交通、
化工、电子和电力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
幅都较大，像煤炭、钢铁等行业虽然实现
的利润同比降幅较大，但至少是扭亏为
盈，其中煤炭实现利润 6.2 亿元，而钢铁
行业实现利润 8.3 亿元。

上海金属网

有色金属行业国企 2015年上半年亏损 44亿

近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提交的
“国际海底区域多金属结核保留区矿
区勘探权” 申请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
理事会审核通过，集团公司将择机与国
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为期 15年的勘探合
同。这标志着集团公司在东太平洋海域
获得了 72740 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
区的专属勘探权，并被允许在勘探合同
结束后对该区块拥有优先开采权。这也
是中国首次以企业为主体获得国际海
底矿区。

集团公司申请区域位于东太平
洋 CC 区多金属结核保留区内，含八
个子区块，大体分为东、中、西三个区
域分布。多金属结核又称锰结核，系
由包围核心的铁、锰氢氧化物壳层组

成的核形石，分布在世界大洋底部水深
3500-6000米海底表层，富含锰、镍、钴、
铜等几十种元素。

历时 2 年，集团公司协调组织多方
力量，周密规划、稳步推进，相继完成国
际海底区域多金属结核保留区矿区申请
论证报告、勘探工作计划、预算编制、申请
及答辩等工作，最终获得矿区专属勘探权
和优先开采权。这符合国家海洋战略，可
拓宽集团公司资源获取途径，可望获得可
观的锰、钴、镍、铜等金属矿产资源。

集团公司以海洋矿产资源开发为牵
引，有望获得国家政策支持，带动集团公
司相关产业和技术装备发展，同时将显
著提升集团公司国际和行业影响力。

中国有色网

五矿集团公司获得东太平洋矿区
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近日，美国《财富》杂志中英文网
站全球同步发布“2015 年世界 500 强
企业排行榜”，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 2014 财年 457.571 亿美元的营
业收入、11.503 亿美元的净利润，位列
第 243 位，比 2014 年跃升了 45 个位
次。这是该集团自 2012 年首次跨入世
界 500 强后，连续第四年上榜，四年跃
升了 206个位次。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缓慢
复苏，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外市场
需求持续不振，面对各种不利因素，山
东魏桥创业集团始终坚定产业转型升
级的方向，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大力实施“六大战略”，通过加
快技术改造，增大创新投入，强化内部

管理，拓宽营销渠道，深化资本运营、开
展品牌传播等，不仅顶住了各种不利因
素的冲击，而且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的良好势头。

一年一度的《财富》世界 500 强企
业排行榜，以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主
要评定依据，评价体系涵盖了营业收入、
净利润、总资产、股东权益总额、员工总
数等，被公认为衡量全球大型公司规模、
效益和实力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也
是世界经济状况极具权威性的晴雨表。
今年，世界 500 强的入围门槛与上一年
基本持平，为 237.2 亿美元；总收入比上
一年提高了 0.49%，达 31.2 万亿美元；总
利润比上一年减少了 14.76%，为 1.67 万
亿美元。 中国有色网

魏桥创业集团连续四年跻身世界 500 强

日前，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
用研究所进行了油脚、皂脚等油脂化工
废料裂解提取脂肪酸的清洁提取技术
研究，对脂肪酸改性，合成适用于钛铁
矿浮选的系列新型高效无毒捕收剂，以
及新型高效氧化矿浮选捕收剂在不同
类型氧化矿浮选企业的应用进行试验。

该项目采用的技术路线为油脚、皂
脚等油脂化工废料提取脂肪酸 - 脂肪
酸的分离提纯 - 脂肪酸改性、合成系列
氧化矿浮选捕收剂 - 系列新型高效氧
化矿浮选捕收剂工业应用试验和推广
应用。

EM351 捕收剂工业试验，72 小时
连续运转工业试验指标达到了 TiO2
（二氧化钛） 品位大于 47%的用户要
求。EM351 捕收剂用量少，售价低，是
一种质优价廉的钛铁矿捕收剂。
本次工业试验钛精矿药剂成本仅为
58.58 元 / 吨，EM351 捕收剂应用于选
钛厂浮选生产，对稳定选钛厂钛捕收剂
市场供应、降低选钛生产成本、提高全
厂经济效益有利。

该所在选钛药剂EM351 成功进行
工业试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合成了代号

为EMZ-510新型高效氧化矿捕收剂。
该捕收剂无毒、无害，在对攀枝花白

马矿区的风化矿中的钛铁矿和新疆巴楚
县钒钛磁铁矿中的钛铁矿进行浮选应用
研究后表明，EMZ-510 捕收剂选别钛
铁矿的选别效果好，浮选表观现象好，
精、尾矿泡沫破灭快，有利于提高浮选循
环水质量。

EMZ-510 的浮选试验表明，对于
攀枝花白马矿区风化矿中的钛铁矿，通
过“一粗、四精、三扫”的浮选流程可以
获 得 产 率 为 47.35％ 、TiO2 品 位 为
48.87％的钛精矿，浮选作业回收率达到
87.31％的良好指标，优于当时现场生产
所使用的药剂。

该项目研发的适用于钛铁矿浮选的
新型高效氧化矿捕收剂，通过在不同选钛
企业的应用试验，形成了系列化，逐步推广
应用到攀西地区各钛铁矿生产企业的浮选
生产。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对油脂化工废
料提取脂肪酸、脂肪酸改性、合成氧化矿浮
选捕收剂的工艺技术和药剂配方进行有针
对性的改进和必要调整，制备适用于铁矿、
磷矿等氧化矿浮选的系列新型高效捕收
剂。 中国有色金属报

氧化矿浮选捕收剂研发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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