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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大产业郑州轻冶科技有限
公司设计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
新型电解铝厂抬包清理机，历经三年的开
发试验在河南豫港龙泉铝业公司研制成
功。

该清理机为钟罩型、立式结构，具有全
密闭、可移动作业的设计特点。制造成本
低，移动灵活和操作方便，密闭效果好，可
在电解厂房、大修车间等任何空闲位置移
动作业。使用时，只需把清理机安装紧固到
抬包上口，清理装置在全密封状态下对抬
包进行清理，清理下的物料自动进入内置
的物料收储仓，整个过程无粉尘逸出。该设
备 PLC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实现清理过程
智能化控制，可根据不同工况调整清理速
度，自动化程度高，清理 1 个台次仅需
30-40 分钟。

目前只有少数铝厂引进国外或者国内

制造的卧式清理机，结构复杂，配套设施
复杂，投资造价高，一搬铝厂不愿购买和
使用。因此，大多数铝厂都是人工清理，劳
动强度大，生产率低，特别是工人劳动环
境非常恶劣。

一年多的工业试验证明，该清理机的
技术指标及运行参数已达到和超过国外
同类产品的水平。据测算，与传统清理机
对比，使用该设备可使设备投资降低 30%
以上，运行维护费用可节省 50%，无需基
建及辅助设施的投资。

它的推广应用，解决了铝厂辅助生产
车间的粉尘污染，大大改善工人的劳动环
境，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对于电解铝企业
装备智能化和解决电解铝生产过程造成
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大产业坚
持电解铝智能化、生态化科技创新的又一
重要成果。 中国有色金属报

2012 年以来，矿产品价格出现连续大
幅下跌，勘查资金短缺，环境成本上升，迫
使很多国家开始调整矿业法律、法规和政
策。

2014 年墨西哥实施了新的税制，增加
了矿业特别税 7.5%，以及基于贵金属收入
0.5%的环境税。另外，该国还将公司税从
28%提高到 30%。与此同时，墨西哥还改
变了勘查投入的税收减免办法。这些变化
使墨西哥在 2014 弗雷泽投资吸引力全球
排名上下降了两位，跌至第 33 名，在政府
财政系统指数的排名从 71 位下滑到了
103 位，陡然下降了 32 位。

据悉，2014 年以前，墨西哥从未征收
任何矿业税。此次矿业特别税的实施使该
国和邻国以及世界多数国家达到政策上的
一致。墨西哥吸引矿业投资，除了其优越的
地质背景、丰富的矿产资源、长期的采矿历
史以及大量有经验的矿工及基础设施外，
政府审批程序的透明度、审批速度以及
70%尚未经过勘查的土地，也是该国吸引
矿业投资的亮点。如今新法规的实施，促使
矿业开发者重新评估该国的矿产项目，相
比之下，投资成本将成为投资者最主要的
考虑因素。

同是南美洲矿业国家的巴西则是另外
一种情况。巴西现行矿业法规于 1967 年
出台，2009年进行过修订。2011~2012 年
矿产品高价位时，该国又提出了矿业法规
修改议案，但因为议会选举等诸多原因，使
得修改议案被搁置。新法规未得批准，这种
悬而未决情况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勘查和
开发的积极性。

加拿大政府新近制定了一个“矿业透
明措施法”，目的是预防腐败。法规要求，
无论在加拿大境内或是境外，该国矿业公
司十万美元以上的、对各级政府的付款都
要上报。此项法规的目标公司为矿业或石
油天然气公司，公司通常是在过去两个财
政年度满足以下 3 个条件中的两个，即最
低资产 2000万美元、年收益至少 4000 万
美元或至少有 250 个员工。依据此项法
规，符合条件的公司需要上报的内容有税
收（不包括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矿产使
用税、各项税费、矿权证、许可证相关费用

及基础设施改善费等。
此外，加拿大还曾于 2014 年 4月对

该国的投资法进行了修订，新法规对非加
拿大人投资战略性矿产品 （铀矿、钾矿
等）设定了新的限制，规定目标项目价值
超过 6 亿美元时，需要获得加拿大工业部
的批准。该批准需要长达 200 天以上时
间，并且要求公司上报文件要透露更多的
投资信息，如投资结构、所有权、管理方式
等。

作为欧洲主要矿产国之一的波兰，当
前尚未出台国家级的矿业法律和政策。该
国矿产相关政策仅限于地方性的法规，并
且缺乏透明度。据悉，近期该国矿业界、学
术界及商业界正在针对一个综合性的原
材料政策展开讨论。此项政策提出要创造
机会支持该国经济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
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欧盟国家葡萄牙出台的地质资源法
于今年 7 月生效，1990 年颁布的矿业法
同时废止。新出台的法规适用于矿产、水
资源及地热资源等，重点是固体矿床。此
法规的总体目标无疑是为了培育矿业投
资，促进矿业再繁荣。其要点一是规定预
勘查期为 1 年，勘查期最长时限为 5 年，
实验开采期的最长时限为 5 年，正式开采
期最长为 90 年；二是规定政府、环保、土
地规划管理部门在发放勘查证、开采证及
其他执照之前必须进行社区咨询；三是决
定将矿产税收用于改善和保护地质资产，
税收的使用要定期进行审查。总之，该国
出台的新矿业法框架与欧盟战略关切的
问题完全一致。

澳大利亚 2010 年开始征收的“矿产
超额利润税”（高达 40%），后来改为“资
源租赁税”（30%，仅涉及煤和铁矿石），
对该国矿业造成重创，该国政府意识到问
题后迅速予以取消，这也印证了该税收无
疑是一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行为。

据媒体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今
年成立了全球矿业法律中心。这是一个学
术机构，目的是辅导律师学习矿业相关法
规，同时也为矿业公司传授有关的法律知
识。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矿业领域的法
律法规越来越受到关注。 全球金属网

近年来各国矿业法规新变化

中国政府在努力去杠杆的同时
要推动中国经济从制造业主导向服
务业主导转型。经济学家和分析师
认为这一转变或为 2016 年中国经
济前景带来五大风险：美联储加息
会为中国带来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两大难题；汇率变化会削弱中国企
业美元债务的偿付能力；房地产去
库存如果拉锯时间过长会拖累工业
和投资；企业利润下降，债务违约事
件频发，恐会令银行不良贷款进一
步承压；多家分析机构下调了中国
2016年的 GDP 增速。

汇率波动是与非

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加息 25 个
基点，结束了 7 年以来的零利率。而
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将成为美联
储加息后中国需要审慎对待的两大
挑战。

彭博援引麦格理证券大中华区
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 （Larry Hu）
称，强势美元会成为 2016 年以来最
大的不确定性，它会增加通缩压力，
影响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

高盛驻纽约经济学家通过电脑
模拟试验发现，如果美元突然升值
10%会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近一个
百分点，产生的影响力度对美国经
济的两倍。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政
治金融学教授 Victor Shih 表示，
美元升值会意味着有美元债务的国
内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偿债压力，而
央行将消耗外储来延缓人民币贬值
的路径，会导致市场的货币供应减
少，从而限制银行信贷延期的能力。

海通证券公司副总裁、首席经
济学家李迅雷此前接受 《证券时
报》采访时则表示，美元强势会让人
民币贬值，这对出口行业比较有利，
中国出口优势产业集中在钢铁冶
金、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消费电子、
金属制品、机械、塑料制品、玩具产
业等。

资本外流压力有多大

据美国财政部计算，今年前八
个月中国资本外流超过了 5000 亿
美元，而彭博数据显示，在过去 4 个
月里中国的外流资本就超过了 5000
亿美元。

Asia Analytica Research 的
分析师 Pauline Loong 认为：“政
府明年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资本外

流，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确保不
会因为释放出错误信号让事情变得
糟糕。资本外流的压力让政策制定
更加复杂。央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
济会让美元资产看起来更有吸引
力，如果政府干预市场让人民币升
值，出口就会被影响。如果加强资本
控制，资本会外逃。”

华尔街见闻此前报道，美联储
加息将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受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超级宽松货币政
策的推动，廉价借入美元（尤其是
通过杠杆）投资于其他国家市场的
套息交易非常普遍。随着美联储逐
渐收紧货币政策，这些在中国进行
“套利交易” 的热钱一旦大规模回
流，将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资本外流
压力。

然而，渣打银行首席中国经济
学家丁爽此前表示，中国很大部分
资金外流是国内企业为平仓美元空
仓所致，不同于资本外逃。过去由于
存款利率较高，人民币又有单边升
值预期，许多国内企业都借入美元
投资人民币产品，进行套息交易。现
在套息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到今年 3
月，中国企业的融资净头寸由负转
正，企业的汇率风险下降。

房地产去库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
1-11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
10925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4%。
过去三年间，全国楼市库存已经翻
倍。分地区看，一二三线城市的库存
过剩问题较一二线城市更为严重。
11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69637
万平方米，已连续 5 个月保持上涨。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如今的
房地产库存规模较 2012 年末至少
增长了 30%，从去化周期上看，如今
的商品房库存形式也非常不乐观。
2015 年的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约为
32 个月。

瑞银的报告指出，我们预测面
临的下行风险主要来自于更剧烈、
持续时间更长的房地产去库存，从
而对工业活动和投资活动造成更大
拖累。此外，政策效力可能也不足以
抵消房地产下滑的影响。这些都可
能加剧实体经济疲弱、通缩压力和
债务负担加重之间的恶性循环；此
外，资本外流规模可能更大、造成金
融市场 波动。

决策层对此也很重视。去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已经
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
地产业持续发展”。

去年 12 月 21 日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已经将去库存确立
为 2016 年五大任务之一，并针
对地产去库存，会议提出了供需
两方面的措施。扩大需求方面包
括，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
需求；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
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经营住房
租赁业务；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
施。供给方面的措施包括，鼓励开
发商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
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等。

债务违约隐忧大

2015 年，企业信用违约事件
接二连三，截至 12 月 7 日已发生
7 起，暴露了我国信贷市场存在的
风险。今年 4 月份，保定天威成为
首家央企违约，继保定天威后，央
企中钢成为中国钢铁企业中的首
例债券违约，更不要说“12 圣达
债”违约事件，“12 舜天债”可能
被暂停上市，“11 云维债”遭遇评
级下调等事件。

伴随信用违约而来的是银行
不良贷款将进一步承压。

三季报显示，截至去年 9 月
末，16 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
额约 9000 亿元，比 2014 年末增
加近 2300 亿元，增幅超过 30%，
创金融危机后增幅新高。

中国银行去年发布的三季报
显示，2009 年以来中国银行的净
利润首次出现季度性下滑，这为
中国的银行业亮起了“红灯”。中
国银行第三季度为潜在的不良贷
款计提 163 亿元拨备，较上年同
期增长 44%，据彭博社称是该行
自 2006 年上市以来的最大拨备
规模。

海外研究机构怀疑，中国的
银行真实坏账水平高于财报数
据。华尔街见闻提及，穆迪曾在 11
月初分析了 11 家中国上市银行
下文 1 半年业绩后指出，部分逾
期至少 90 天的贷款并未被纳入
坏账范畴，因此，中国银行业的坏
账水平可能被低估。

此前金融博客 Zerohedge 整
理的数据显示，前 11 月国有企业
负债总额已经增至有记录以来的

最高水平，与 GDP 之比超过 100%，
并预计中国企业盈利还会恶化，因为
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走低影响
下，几乎整个中国钢铁行业都在亏损，
半数以上负债累累的大宗商品企业没
有资金用于偿债。

经济增速如何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 12 月 28 日
报告预计，2015 年中国全年 GDP 增
长 6.9%左右，2016 年 GDP 增长 6.7%
左右，均低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4 年 7.3%的数据。未来一年中国
的经济增速将放缓成为普遍担忧。

汇丰银行在去年 12 月报告中将
中国 2016 年 GDP 增速预测下调至
6.7%，并将 2015 年全年的 GDP 增速
预测下调至 7.0%。

鉴于财政政策宽松力度不足使得
基建投资趋缓，同时外需薄弱影响出
口，我们将 2016 年 GDP 增速预测从
7.2%下调至 6.7%，我们预计经济增速
或将会在 2016 年 2 季度降到 6.5%的
政策底线之下，从而触发更大力度的
政策宽松。

由于财政宽松力度不及预期，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
在年内难有起色。据此，我们将 2015
年 4 季度 GDP 增速预测从 7.2%下调
至 7.0%，并将全年的 GDP 增速预测
从 7.1%下调至 7.0%。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 2016 年中
国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16 和 2017
年中国 GDP 增速将放缓至 6.7%和
6.6%，明年一、二季度将连续两次降
息，财政赤字将提高至 3.5%。

不过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 James Gorman 也表示，虽然中
国经济的百分比增速正在放缓，但是
增长规模仍然十分可观。他说：

“市场对增长率过度痴迷。中国
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是百分之六、七、八
还是十？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绝对值。让中国保持过去十年的
10%-14%的经济增速是不可能的，这
显而易见。然而，市场并没有对这种显
而易见的趋势持理性的反应。市场是
情绪化的，被其他声音所影响；而这里
的声音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速在放
缓’。确实，中国的经济增速是减慢
了，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数今非昔比，绝
对值的增长却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增
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世
界各个国家中最多的。”

新浪网

2016年中国经济恐会面临这五大挑战

中大产业成功研发铝用智能抬包清理机

“我们对新大气法条文作了分析，
共梳理出具体职责任务 116 项，
其中涉及环保部的有 27 项，环保
部已明确任务内容，责任部门和
完成时限”。近日，在全国人大法
律委、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 、 国务院法制
办、环保部联合主办的“新大气
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 “新大
气法”） 贯彻实施座谈会上，环
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为了保障
新法的顺利实施，环保部已经将
新法中的业务分工进行了进一
步明确。

2016 年 1 月 1 日，备受关注
的新大气法将正式实施 。 对比

2000 年修订的大气法，新版大气
法的条文从修订前的七章 66 条扩
展到了八章 129 条。

新法重新理顺了大气环境质
量和大气污染物总量 减排的关
系。2000 年的大气法，对大气污染
物的排放总量进行控制还被放在
更重要的位置，但新法明确了防
治大气污染的目标是为 “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陈吉宁介绍，新法
中近 1/3 的条文明确提及大气环
节质量，相关表述达 36 处之多。

新法更加强调地方政府和企
业两个关键主体的责任，例如要求
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确定重点排污单位

名录，并向社会公布。针对企业
违法成本较低的问题，加大对企
业违法污染行为的惩罚力度。

新法增加了许多机动车污染
控制的条款，并规定“制定燃油
质量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大气污
染物控制要求，并与国家机动车
船、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相互衔接，同步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新大气法中
虽然规定了许多法律责任和行
政措施，但仍有许多类似于“国
家应当……”、“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
的表述，并无具体时间表。而在
新法的责任条款中，基本是规定

被监管对象的责任，监管主体的责任
并未见明确。

座谈会现场，参会人员都领到了
两份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任务表
格，表格详细列出了地方政府及相关
单位对应的具体条款以及工作任务，
并在责任主体部分进行了加粗。

陈吉宁表示，环保部已经明确
在新法中的业务分工。除去涉及环
保部的责任内容的 27 项外，他还点
出了新大气法中其他责任的归属，
其中涉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有 55 项，
涉及地方政府职责的有 34 项，“需
要地方环保部门和有关部门推动落
实”。

中国矿业报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6 年 1月 1日起实施

2015年 12月 25日，在市金属
资源再生产业基地，许多货车装载
着废旧电器、废五金、废电机等开进
园区。出来时，原本被归类于“废
品”的物件，已经变成铜、铝、铁等
再生金属，运往世界各地。

曾经被指污染严重的拆解业，
经过近几年的整治和转型升级，已
逐渐走上正轨。

在建设过程中，金属资源再生
产业基地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要
求，实行全封闭模式，实现“废料入
园———各厂区分散加工———原料成
品出园”的封闭循环运行。在企业
内部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外部依托
滨海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对污水、废气、废物统一集
中处理，使金属资源再生产业不再
污染环境。同时，金属资源再生产业
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产业的
节能降耗与经济的循环发展。

目前，台州现有国家环保部批
准的定点拆解企业 44 家，2014 年
整个产业回收利用各类废旧资源约
170 万吨，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206.6 亿元。台州大峰野金属有限
公司还获得了国家环保部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

台州日报

金属再生开启绿色发展之路

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
局了解到，去年以来，该局地质勘查工作取
得了一批新成果，新发现了一批可供进一
步勘查的矿产地。

据悉，去年，该局共实施各类地质勘查
项目 65项，投入地质勘查经费 1.61 亿元，
项目主要分布在三江北段、东昆仑和北祁
连成矿带，勘查矿种主要有铜铅锌、金银、
钼，累计完成钻探 4.26 万米、槽探 11.48
万立方米；提交新发现普查基地 3 处，分
别为温泉北山金多金属矿、尕之麻金矿预
查和达吾金矿；新提交矿产地 3 处，分别
为查涌铜多金属矿、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
和米扎纳能铅锌矿；提交新增资源量：铜铅
锌 50万吨、金 7 吨、钼 5万吨。

据悉，去年该局地质勘查找矿取得一
系列新成果、新突破：在三江成矿带北段多
彩整装勘查区寻找富铜、铅锌等多金属矿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拓宽了找矿方向和空
间，成为三江成矿带北段寻找富铜矿的重
要区段，新增铜铅锌金属资源量 47.8 万
吨；“撒纳龙哇地区铜多金属矿预查”项目
找矿成果初步显现，估算铜铅锌资源量
17.89 万吨，其中今年新增 13 万吨，进一
步找矿的前景巨大；“米扎纳能地区铜多

金属矿预查”项目今年新增资源量 9.7 万
吨，具备了寻找中型碳酸盐岩型富铅锌矿
的找矿前景；“多日茸地区铅锌矿普查”
项目圈出了铅锌矿化带，为下一步找矿拓
宽了思路；东昆仑成矿带金矿勘查方面取
得新进展，已知矿区含矿带延伸稳定，发
现了一批新的金矿化线索；“都兰县阿斯
哈金矿普查”项目圈出含矿带 12 条，含矿
带内共圈出金矿体 31 条，矿体规模进一
步扩大；鄂拉山地区铜多金属矿找矿取得
新进展，具有寻找斑岩型和热液型多金属
矿的前景；“兴海县鄂拉山口多金属矿普
查”项目深部发现含铜铅锌矿化的花岗斑
岩，说明该区具有斑岩型矿床的找矿前
景；“鄂拉山口—日干山地区多金属矿调
查评价”项目在温泉北山地区圈出异常带
长约 3 千米，异常带内圈出蚀变带 5 条、
银多金属矿（化）体 3 条；北祁连成矿带
找金、铜矿取得新进展，其中“祁连县黑刺
沟金矿普查”项目在钻孔中新圈出 8 条隐
伏金矿化体，提高了控制程度；石墨找矿
取得重大进展，在都兰县沟里地区发现石
墨矿点 3处；通过 1∶2.5 万水系沉积物测
量工作，共圈出以金银铜铅锌为主的综合
异常 44处。 中国矿业报

青海有色地勘局地质找矿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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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铜材公司生产车间。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