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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 大型客机、“鲲龙”AG600 水陆
两栖飞机成功首飞，时速超过 350 公里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实现商业运营，
“蓝鲸一号”钻探平台首次海域“可燃冰”
试采成功……回顾 2017 年，中国制造的
高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让国内外不少人
直呼“厉害了，中国制造”。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
国，中国制造到底厉害在哪里？“中国制造
2025”实施进展如何？1月30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2017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
发布会。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工信部副部
长辛国斌等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一批大国重器相继问世
“中国制造 2025”实施以来，顶层设

计已经完成，一批重大标志性的项目和工
程陆续落地，我国制造强国建设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大飞机、集成电路、新材料、飞机
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
域，取得了积极成效。

据统计，2017 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 13.4%，快于整个规
模以上工业 6.8 个百分点；电子制造业的
增速达 13.8%，装备制造业增速达 10.7%。
其中，工业机器人去年产量比上一年增长
68.1%，新能源汽车去年产量比上一年增
长 51.1%。

“目前，我国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
近 40%，实现网络化协同的制造业企业超
过 30%，开展服务型制造的企业超过
20%，在家电、机械、航天等垂直领域，涌现
出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信部总工程
师张峰说。

苗圩指出，2017 年，我国高端装备创
新、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制造业
创新中心五大工程深入实施，高档数控机
床、国产大飞机等重大科技专项加快推进，
先进制造业发展更快，一批大国重器相继问
世。同时，“两化融合”更深，智能制造工程
大力推进，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运行，
工业APP也在商业化应用，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三个基本格局仍未改变
目前，中国制造的发展既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也面临着问题和挑战。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苗圩给出了一组

数据：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
达到 79.4 万辆和 77.7 万辆，连续三年位
居世界第一，累计保有量达到 180 万辆，
占全球市场保有量的 50%以上；从 2017
年年底达到的水平与 2012 年相比较来
看，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提高了 2 倍，
价格下降了 70%。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大动力电池生产国，新能源客车的出口已

达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我国一批领先企业的纯电动

汽车主流车型续航里程可达 300 公里以
上，与国际水平相当。”苗圩表示，从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处在世
界前列，新能源汽车有望成为我国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抢占先机的重
要机遇，实现“换道超车”。

辛国斌也表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还存在着行业散、小、乱的状况，产品的安
全隐患也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创新能力不强
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扭转、取
得突破。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辛国斌指出，“中国制造 2025” 的实
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有三个格局没
有改变：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受制于
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二是在全球产业
链分工中，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的格局没
改变；三是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外部竞争
环境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制造正向智造、创造转变
如今，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无人机等新

产品层出不穷，且研究不断深入。中国制
造，正向中国智造、创造转变。

“人工智能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苗圩
表示，今后工信部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手
段，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

业相融合。要在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
人、智能无人机等方面加大研发力度，重点突
破智能传感器、神经网络芯片、开源开放平台
等产业发展的基础环节。

试想 2025 年，中国制造会是什么 “模
样”？日前，《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
创新路线图（2017 年版）在京发布。对此，中
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表示，到
2025 年，我国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电力
装备三大产业将整体步入世界领先行列，成为
世界第一，而且创新模式将由跟随到并行，进
而跨入引领。到 2025 年，高档数控机床、机器
人、航天装备、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农业装
备等，将整体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处于世界第
二、第三；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民用航空装备
这两个产业与世界强国仍有一定的差距；操作
系统与工业软件、高性能医疗器械两个产业的
发展前景存在较大变数，如能采取有效、正确
路径和政策，有望进入或接近世界先进行列。

苗圩表示，2018 年，工信部将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培育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
造业集群，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组
织实施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培育、百万工业企业
“上云”等工程，提升制造业的供给体系质量，
优化制造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深化 “放管
服”改革，降低制度交易性的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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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厉害

2018 年 1月底，中国黄金协会公布
了 2017 年我国主要金矿企业的黄金生
产产量，山东黄金集团以 43.93 吨的黄金
产量位居全国产金企业第一位，同比增长
18.47%。山东黄金集团产金量首次超过
中国黄金集团、并遥遥领先于紫金集团和
招金集团。

同时，山东黄金集团资产总额突破千
亿元大关，达到 1058.55 亿元，同比增长
23.09%；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实现
771.61 亿元和 18.39 亿，分别同比增长
5.43%和 68.01%。

黄金产业年内获多项新成就
记者采访了解到，2017 年以来，从发

现最大的单体金矿到成功实现海外并购，
从两单体矿山分别突破百吨产金量到集
团跃居国内年产量冠军，山东黄金集团发
展取得多项新成就，其中不乏对中国黄金
矿业发展产生重要意义的成果。

2017 年 3 月，山东黄金集团董事长
陈玉民宣布，山东黄金集团探获的“三山
岛矿区西岭金矿”，已备案金金属量
382.58 吨，预计勘探结束后，可提交金资
源量 550 吨以上，潜在经济价值 1500 亿
元，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体金矿。
这次勘探成果同时入选 2017 年度中国
矿业与中国黄金行业十大新闻。

6 月底，世界最大黄金企业巴理克黄金公司
旗下阿根廷最大矿山、南美第二大矿山贝拉
德罗金矿 50%股权，由集团控股的上市公
司山东黄金斥资 9.6 亿美元并购获得。

11 月，山东黄金子公司焦家金矿与玲
珑金矿累计黄金产量相继超过一百吨，“双
百吨”矿山刷新中国黄金矿业发展记录。

2018 年 1月，山东黄金集团又一举超
越中国黄金集团，成为国内产金量最大的黄
金企业集团，取得了新的历史突破。

山东黄金集团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
提出了到 2020 年，年产黄金要超过 55 吨，
营业收入过千亿元。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随着收购矿权的挖潜和现有矿山的深部
开采掘金，集团有望提前达到“十三五”规
划，早日实现领先国内黄金生产企业，迈入
全球黄金矿业综合实力前十强的目标。

上市公司海外收购超预期
据介绍，目前，除上市公司山东黄金

（600547）现有的黄金储量外，山东黄金集
团还有超过 1000 吨的黄金储备资源。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将在现有资源成熟之
后，优先将其注入上市公司。同时，上市公司
自身也在积极进行海外收购，拓展资源储备。

作为国内唯一的以黄金为单一业务的
上市公司，山东黄金在 2017 年完成了阿根
廷最大金矿、南美第二大金矿贝拉德罗金矿

50%股权的收购，该收购使公司的黄金产量
每年可增加 10余吨，超过了国内第一产金
矿山的全年产量。

日前，山东黄金集团相关人士向记者介
绍，自 2017 年 6 月底交割截至到 2017 年
底，贝拉德罗金矿半年的时间预计为山东黄
金增加权属黄金产量 6.5 吨左右，实现了当
年并购、当年见效、当年并表。

据悉，本次收购从开启核心条款谈判直
至完成 9.6 亿美元的并购项目交割，历时 7
个多月，整个项目合作堪称紧凑高效。并购
完成后，贝拉德罗金矿由山东黄金与巴理克
实施共同经营管理。双方在合作中取得了高
度的协同，山东黄金还将生态矿业的发展理
念融入其管理环节中，在工业“三废”控制、
冰川保护、生态监测、qing 化物管理、水平
衡等关键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
强了环保投入，获得了阿根廷政府、矿山驻
地社区和环保人士的广泛认可。巴理克黄金
公司董事长约翰·桑顿表示，“山东黄金是
我们在中国的最佳合作伙伴，巴理克今后的
合作项目都将优先考虑山东黄金。”

“双金”融合助力企业快速奔跑
对黄金矿业企业而言，快速稳健迈入国

际矿业舞台，实现跨国并购海外矿产资源，
充足的资金链条成为并购项目顺利践行的
必备条件。山东黄金集团确立了包括黄金与

金融在内的五大业务板块，从集团战略发展
的高度来看待与推进企业金融业务发展。

山东黄金集团所属金控公司不断创新
投资业务模式，提升产业协同能力，2017 年
自产黄金售价高出上海黄金交易所均价
2.85 元 / 克，资产管理业绩在同行业中处于
领先水平；在香港发行了私募票据 3 亿美
元，有效巩固了国际化金融运作平台；期货
公司最新分类评级从 2016 年的 BB 级上升
至 2017年的 BBB 级，成功跻身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会员行列；财务公司为山东黄金
内部 27 家企业提供了“量体裁衣”式的金
融服务，2017 年累计发放自营式贷款 53.62
亿元；创投公司采取了多行业投资布局的发
展模式，取得了稳健的投资收益回报。

山东黄金集团还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
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大幅降低了企业杠杆
率，有效增强了企业资本实力，推动了股权
结构多元化，同时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

据介绍，集团创新性地提出以打造国际
一流示范矿山作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国际一流企业的突破口。具体而言，以重要
骨干矿山三山岛金矿为试点，坚持全球化视
野、开放性思维、国际化标准，全面实现矿山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大幅提升
劳动生产率、资源综合利用率以及生态矿业
建设水平，形成可实践、可复制、可推广的国
际一流矿山具体标准和完备经验，全面提升
集团矿山整体建设和国际化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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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集团 2017 年跃居全国产金量冠军

2017 年（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钛白粉总体均价呈“M”形走势，以国内
市场走货量较大的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
粉为例，从年初的 15970 元 / 吨到年末
的 17155 元 / 吨，涨幅为 7.42%，价格
极低值为 1 月初的 15970 元 / 吨，极高
值为 5 月下旬的 19850 元 / 吨，垂直振
幅为 24.30%。

展望 2018 年，业内人士预测，随着
环保政策的常态化，原料成本价格还将
会不断上涨，同时催生了钛白粉企业极
强的涨价意愿。钛白粉自身需求的增长，
国内终端及出口量都大大提升。市场将
会持续利好，钛白粉行业将进入繁荣期。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钛白粉分会副秘
书长付一江：

市场景气度乐观良好
2017 年钛白粉的价格市场算是可

以了，涨了半年，降了半年，生产商都在
赚钱，或多或少，需求不乐观的现实有出
口弥补或提升，对于生产商来说怎样都

是出货，倒是国内渠道商比较挣扎，能留
下来的都是“基石”。

2018 年钛白粉行业将延续上年度
良好景气度，市场走势仍然乐观。目前，
建筑涂料需求主要来源于新房装修和二
手房重涂两部分，根据近几年我国房屋
竣工面积及二次装修市场规模测算，预
计未来三年我国仅墙面涂料市场规模将
超 1300 亿。钛白粉行业也将有望继续
稳步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环保政策越来越严，“环保常
态”让企业不可能存有侥幸，上下游企
业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生产成本必
将加大，市场销售价格必然上行，水涨船
高必将是市场“常态”。2018 年钛白粉
总体是保持平稳并上行行情。

2018 年我国钛白粉产业的 “新常
态”特征将更加明显，消费平台期甚至
“拐点”即将来临，即“淘汰落后产品”，
优异化的产品将是消费平台的“拐点”。
市场将会持续利好，我们预测：我国钛白

粉行业将进入繁荣期。增强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的信心非常重要，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按照“优化存量、
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化解结构性过剩产
能”的总体要求，用心抢抓住 “一带一
路”、中国制造等政策，就能拥有更多发
展商机。

江苏泛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晓光：

市场在波折中上升
2017 年钛白粉出口 1-11 月 74.3

万吨，同比增长 12.8%。因环保原因大部
分工厂受波及限产和短期停产。全年价
格走势为春季大涨，夏季回落，秋季微
涨，冬季回落，年底基本回到年初价格。
供大于求没有改善。

市场价格出现一线厂家与二三线厂
家分化，一线价格坚挺，是供给侧改革对
产业链的结构发挥作用。同时 1-11 月
累计进口量增长 19.26%。说明下游高端

需求增长支撑进口钛白粉和国产一线品
牌价格。

2018 年，预计钛白粉市场仍然处于
上升周期。年初国际巨头上调价格，利
好出口。国内辅材硫酸、片碱以及天然
气等价格翻倍上涨，工厂成本接近售价，
支撑价格开春后上行。但行业产能增加
大于需求增长对市场形成制约，此外环
保政策力度制约产量程度难以预测。全
年市场表现或将一波三折。

产品的品质提升将逐渐成为钛白行
业主旋律，低排放、零排放是涂料行业的
发展趋势，将成为巨大的需求领域。钛
白粉产品更好地满足和服务水性涂料客
户是一个时代课题和重大机会。替代进
口品质的高端塑料应用金红石型钛白
粉，高端绿色水性涂料专用金红石型钛
白粉市场前景将更加广阔。特别是新材
料领域的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材料、新
能源负极材料钛酸锂等新型二氧化钛材
料将有所增长，企业可获得更好利润，也

可消化一些过剩产能。有条件的企业应
该努力争取升级转型，并谋求高端产品
开发，替代国际一线品牌在国内外的市
场份额，抢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话语
权，同时带动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生意社钛白粉分析师杨逊：
价格走势将有 3个因素
按照市场逻辑来看，2018 年同样挑

战多多，2 月农历新年前后都是 “假期
效应” 时段，需求并不理想，“开春时
节”和“金九银十”依然是价格市场理
论利多时点，价格最理想的阶段或在上
半年，3-6 月是价格理论价格爬坡期，
7-8 月是炎热且淡季，“金九银十”占着
理论利多，不排除生产商积极炒作和实
操，第四季度中段到年末依然回到冲业
绩和收款阶段，价格硬度减弱比较常见。
预计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粉价格极值点
在 14000-19000元 / 吨（含税）间。

2018 年的价格走势将有 3 个 X 因
素：环保、出口、龙企意愿。首先是环保

高压大环境下，化工生产商都要守规
矩，摆在眼前的高压状态不会因为跨年
而改变，可想而知，生产商的产能依然
会被压缩，实际供应量或与 2017 年不
相上下，实际产量或是国内总产能的
70%左右，而地方性差异化环保措施也
是未知数当中的未知数。

其次是随着生产商对国际出口越
来越重视，目前订单依然是国际优先于
国内，2017 年 1-11 月月总出口量为
74.2771609 万吨，而 2016 年全年是
72.0470090万吨，出口总量保持着超预
期的状态，2018 年或依然会是超预期状
态，所以从拉动国内走货状态来看，出
口依然景气；

再次是龙企的价格引领依然是国
内价格风向标和其他生产商的重要参
考指标，而龙企的生产和销售状态并不
代表所有生产商，所以他的个性化意愿
也是国内行情的走势前奏，大树底下好
乘凉。 中国有色金属报

钛白粉：2018 年将会持续利好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去年多渠道争取财政和社会
勘查资金，全年实施地质矿产
勘查项目 215 项，新增矿产地
19 处，取得了地质找矿新突
破。

其中，赣南队承担的“江
西省赣州市稀土资源远景评
价 ” 项 目 ， 新 增 重 稀 土
333+334 类浸出量 20.27 万
吨、轻稀土 333+334 类浸出
量 319.54 万吨。经省地调院
核实，武宁东坪铜多金属矿
探获钨资源量 22 万吨，为迄
今国内探明的最大石英脉型

黑钨矿床。赣东北队铅山县为
岭 瓷 土 矿 详 查 项 目 ， 探 明
332+333 类瓷土矿资源量 399
万吨、瓷石矿资源量 7634.8 万
吨，达超大型矿床规模；铅山县
岭背滩萤石矿详查项目，探明
332+333 类萤石矿物量 62.47
万吨，平均品位 41.02%，达中
型矿床规模。赣西北队九江铁
路坎矿区铜矿，新增查明铜金
属量 60.676 万吨，规模达大
型；武宁大湖塘南区钨矿新增
钨资源量 37.0792 万吨，规模
达超大型。

中国国土资源报

江西地矿局去年发现一批大中型矿床

记者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 中国五矿 2017
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000 亿
元、利润总额 130 亿元,双双
创出历史新高。

2017年是中冶集团整体
并入中国五矿后企业重组发
展的关键一年,在资源开发经
营、工程建设、内部千亿市场
打造、深化改革方面等方面亮
点突出。

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五矿
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 2 个百分
点; 铁精矿与钨精矿完全成本
与 2014 年相比分别下降 31%
和 15%;金属矿产品实际经营
量同比增长 17.3%, 首次突破
1 亿吨大关,钨、锑、铋资源储
量居全球第一; 旗下中冶集团
新签合同额突破 6000 亿元,
已连续 3 年每年增加 1000 亿
元规模。

中国五矿董事长唐复平表
示,瞄准“成为世界一流的金属
矿产企业集团”的愿景,今年企
业要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全面
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继续发力,
重点推进集团管控模式变革,规
范子公司董事会建设,积极稳妥
推进混改、研究开展子公司股权
多元化,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
度等方面的工作。

中国五矿是中国最大的金
属矿产企业集团。对未来行业发
展趋势,五矿预测伴随全球经济
趋势向好、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更
加广阔,金属需求将继续保持增
长,金属矿产品将进入新一轮稳
步发展期。其中,有色金属发展
趋势将明显好于黑色金属, 铜、
铅锌、镍、铝等大宗金属和锂、钴
等新能源新材料小金属都可能
迎来新的增长。

新华网

中国五矿 2017 年经营业绩创新高

自本周一创下阶段新高
后，沪镍期货便迎来回调。截
至昨日收盘，沪镍主力 1805
合约收报 102620 元 / 吨，跌
2.16%。分析人士表示，由于
此前镍价涨幅较大，多头获利
平仓心态在整体氛围转弱的
状况下集中释放，因此期价遭
遇回调。不过，目前镍的基本
面向好情况并未出现太多变
化，因此此轮上涨的格局未
改。

多头获利平仓集中释放
近日，沪镍期货遭遇重挫，

主力 1805 合约开盘后便出现
跳水，盘中最低跌至 101550
元 / 吨，盘终收报 102620 元 /
吨，跌 2270 元或 2.16%。日内
该合约成交量达 1136170 手，
持 仓 量 减 少 50248 手 至
520118 手。

华泰期货金属研究员吴
相锋表示，由于此前镍价涨
幅较大，多头获利平仓心态
在整体氛围转弱的状况下集
中释放，因此回调力量主要
是多头平仓，而回调逻辑主
要是因缺乏短期急促的上涨
力量。

现货方面，SME 信息研
发中心数据显示，昨日上海
有色金属交易中心现货镍成
交 价 报 在 101150-101550
元 / 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550 元 / 吨 ， 镍价 对 无 锡
1802 合 约 升 水 维 持 在
c200-b200 元 / 吨。上海有
色金属交易中心现货镍指数
报在 101258 点，较上一交易
日下降 3223 点。现货供应充
足，镍价调整，下游逢低入市
采购活动回暖，市场交投较

周二有所好转。据调研结果来
看，大多数贸易商认为近日镍
价或有所调整。

基本面依然偏强
展望后市，吴相锋表示，经

过连续回调之后，多头平仓较为
充分，但基本面并未出现太多变
化，因此镍价此轮上涨格局依然
没有改变，低位多单依然可以谨
慎持有。

具体来看，上周，进口亏损
继续维持较大幅度，镍板仓单
延续下降格局；LME 库存继续
下降，整体来自精炼镍的支撑
比较强。镍铁镍矿方面，继续受
到雨季影响，虽然不锈钢企业
的接受能力会限制市场镍铁报
价，但至少短期内依然维持偏
强格局；不锈钢市场方面，连日
的上涨市场信心有所恢复，由
于此前终端去库存较完全，因
此，未来不锈钢产业链补充库
存将支撑镍价。整体上看，镍价
上涨格局并未遭遇破坏，不过，
考虑到推动力量是以预期为
主，因此，涨势将难以过度急速
上涨。

中信期货分析师认为，天气
因素让近期的需求端不锈钢的
消费情况有所好转，但短期需求
端仍很难看到持续亮眼表现。而
供应端目前逻辑还是镍板进口
减少的影响，需要持续观察变动
后的进口盈亏情况以及更为充
足的镍板代替物镍豆的贸易情
况。镍铁价格或在后期成拖累行
情因素，在下游需求不持续恶化
以及宏观预期延续的情况下，尚
不可轻易言顶。操作上，建议短
线操作或逢低 10 日线上偏多操
作。

中国有色网

镍价长期依然看涨

今年以来，中国石化扬
子公司芳烃厂开展分馏系
统流程优化，通过提高采油
抽出温度等三大优化措施，
开发生产出工业白油新产
品，提高了柴油产品附加
值，年增效 580 多万元。

图为班组操作人员巡
查装置关键部位。

李树鹏 摄

开发新产品
提高附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