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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4 月，全国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①（以下简称国有企
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偿债能力
和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
升，利润增幅高于收入 8.7 个百分
点，钢铁、石油石化、煤炭等重点行
业利润大幅增长。

一、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
标情况

（一）营业总收入。1-4 月，国
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75002.5 亿元，
同比增长 9.7%。（1） 中央企业
102951.7 亿元，同比增长 9.5%。
（2） 地方国有企业 72050.8 亿元，
同比增长 10.1%。

（二）营业总成本。1-4 月，国
有企业营业总成本 168315.2 亿元，
同比增长 9.2%，其中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
7.3%、12.3%和 11.8%。（1）中央企
业 97578.6 亿元，同比增长 8.9%，其
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5% 、11.0% 和
10.8%。（2）地方国有企业 70736.6
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
增长6.9%、13.8%和 12.6%。

（三）实现利润。1-4 月，国有

企业利润总额 10054.9 亿元，同比增
长 18.4%。（1） 中央企业 6929.4 亿
元，同比增长 19.1%。（2）地方国有企
业 3125.5 亿元，同比增长 16.9%。

（四）应交税金。1-4 月，国有企
业应交税金 15075.6 亿元，同比增长
8.9%。（1）中央企业 10948.7 亿元，
同比增长 7.0%。（2） 地方国有企业
4126.9 亿元，同比增长 14.2%。

（五）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4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668117.2
亿元，同比增长 9.9%；负债总额
1084842.9 亿元，同比增长 9.2%；所有
者权益合计 583274.3 亿元，同比增长
11.1%。（1） 中央企业资产总额
767191.5 亿元，同比增长 7.3%；负债
总额 519994.1 亿元，同比增长 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7197.4 亿元，同比
增长 8.7%。（2）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 900925.7 亿元，同比增长 12.2%；
负债总额 564848.8 亿元，同比增长
11.7%；所有者权益合计 336076.9 亿
元，同比增长 13.0%。

二、主要行业盈利情况
1-4 月，钢铁、石油石化、煤炭等

行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均高于收入
增长幅度。有色等行业实现利润降幅
较大。 国家财政部

1-4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
公布，第一季度利润较上年同期略
有增加，原因是铜价上涨抵消了铜
生产成本的上涨。

Codelco 向智利政府部门提
供利润信息，其 2018 年 1 月至 3
月的税前盈利为 5.37 亿美元，同比
增长近 1％，高于政府设定的 5.02
亿美元的增长目标。

Codelco 首席执行官纳尔逊
皮萨罗表示，2018 年初铜价维持
在高位抵消了生产成本上涨的影
响，但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其矿石
品位下降了2.7％。

皮萨罗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目前公司正在寻求继续实现盈利
目标并维护智利政府对公司的信心，
以便政府部门继续投资公司的业
务”。

Codelco 在 2018 年第一季度生
产了 44.63 万吨铜，同比 2017 年增
加了 7％，这主要得益于其百年老矿
山丘基卡马塔和 Radomiro Tomic
矿山产量的增加。

皮萨罗还表示，2018 年一季度的
铜价上涨 1％至 1.351 美元 /磅，但仍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尽管近几周市场
有所波动，但他预计今年铜价将在 3
美元 /磅至 3.10 美元 /磅的区间内波
动。

尽管铜价走势依然很好，但公司仍
面临大的挑战。Codelco正在寻求政府
的投资，计划投入390亿美元对旗下庞大
而老化的矿山井进行为期十年的检修。

皮萨罗还表示，该公司在 2018 年
年底前还将与全国各地矿山的工会进
行多达十余次关于劳资合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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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走势仍好 公司寻求政府投资对老化矿山进行检修

导电铜箔厚度 6 微米，约为一
根头发直径的十分之一。一卷导电
铜箔数千米长不起皱、无裂纹。位于
云梦的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这种超薄产品，打破境外垄
断，促使进口铜箔降价一半。

近日，该公司董事长汪汉平告
诉记者，铜箔由铜加入一定比例的
添加剂等拉伸而成，是生产锂电池
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之一。薄化是高
端铜箔发展方向。让铜箔减薄，可以
加大锂电池续航里程，是全球新能源
电池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铜箔除用
于造锂电池，还广泛应用于工业用计
算器、通讯设备等，目前我国每年要
大量进口。近年来，低端铜箔产能过
剩，高端铜箔供不应求。

2011 年，中一科技开始量产
12 微米厚铜箔。最初 3 年多，因产
品质量差、合格率低，公司共亏损
2000 多万元。

为提升产品性能，公司最初从
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引入一批研究
生，组成研发团队。2014 年，邀请中
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专家韩建涛

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加盟。当年 9 月，
经韩建涛指导，公司大批量生产 8 微
米厚铜箔，相关技术在国内独占鳌
头。公司由此扭亏为盈。

2015 年，中一科技投入 1000多
万元，从西北有色研究院引进设备，开
始研发6微米铜箔。按照工艺要求，将
含添加剂的铜拉成 6 微米厚的铜箔，
需要拉伸几千米长，且要保持一致性，
不起皱、无裂纹。这让很多铜箔制造企
业望而却步。相关技术长期被美国、日
本、韩国等少数境外企业所垄断。

在湖北工程学院等单位专家指导
下，中一科技技术人员不断改变添加剂
配方，提高铜箔拉伸性能。经过多次实验，
终于在2016年研发出6微米厚电解铜
箔，并于去年5月开始稳定量产。在研发
过程中，中一科技参与制订了国家电子
铜箔标准，拥有 20多项相关专利。

国产 6 微米厚铜箔研发成功，促
使进口高端铜箔价格骤降。此前，进
口高端铜箔卖到 20 万元每吨 （其中
加工费 15万元，铜价 5 万元）。如今，
进口高端铜箔价格降至 10 万元每
吨。 湖北日报

国产 6微米铜箔稳定量产 迫使进口高端铜箔降价一半

二、录用方式
经笔试、面试，择优考察、体检

合格后，予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
试用期满合格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本人身份证 、

学历学位证书等相关材料原件
及复印件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

部 （有色机关大院西侧楼一楼
128 室）报名，报名时交 1 寸近
期照片 1 张。

联系电话：0562-5860078
报名时间：2018 年 5 月 30 日

至 2018 年 6月 11 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8 年 5月 29 日

集团公司办公室招聘启事

岗位 人数 条件

秘书 1

1、1988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2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验；
4、热爱秘书工作，具有较强的综合文字能力、沟通协
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外事专办员 1

1、1985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2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验；
4、具有较强的综合文字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5、具有较强的英语口语、听力及写作能力。

合计 2

集团公司办公室因工作需
要，现面向集团公司内部招聘 2
名管理人员。具体招聘岗位和条
件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
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
工作作风。

连日来，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
限公司 （简称航天重工）110 吨矿
用车生产线上一片火红、一片繁忙。

110 吨矿用车是航天重工矿用
车系列产品中最小吨位的一款，通
过了国家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该产品以载自比高、运行
安全可靠、故障率低等优点，被用户
赞誉为 “跑得快拉得多赚得多”的
好产品，去年下半年获得 2700 万
元订单。

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期交付
产品，航天重工生产工人积极响应
公司号召，保持创业激情，坚定发展
信念，上下同心、积极奋战，在确保
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不
断加快生产进度，为打造“军民融
合”典范产品努力前行。

图为电焊工人正在焊接 110
吨矿用车车架。 应福根 摄

近日，上市公司天齐锂业发布公
告，披露了拟收购 Sociedad Qul-
micay Minerade Chile S.A. ( 简称
SQM)23.77%股权的事项，耗资约合人
民币 259亿元。

对此次收购的意义，天齐锂业表
示，SQM 位于智利 Salar de Ataca-
ma(阿塔卡玛)的盐湖资产是全球范围
内含锂浓度最高、储量最大、开采条件
最成熟的锂盐湖。本次交易有助于巩
固公司的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

市场人士认为，天齐锂业对
SQM23.77%股权的收购若能成功完
成，将有望坐上全球锂资源的龙头位
置。据报道，Roskill 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最主要的四家锂资源供应商
中，雅宝、SQM、天齐和 FMC 分别占
据了 24%、21%、13%和 9%的市场份
额。由于尚未披露未来在 SQM 经营中
的权益，目前尚难以计算天齐锂业的
资源掌控量，单从股权比例来看将会
超过 20%，与雅宝接近。

事实上，天齐锂业收购 SMQ 早有
布局。2016 年 9 月，天齐锂业斥资
2.09 亿美元收购了智利的锂盐生产企
业 SCP，后者持有 SQM 发行在外的 B

类股 551.68 万股，约占 SQM 发行在外
股份总数的 2.1%。如果此次收购成功，天
齐锂业合计将拥有 SQM 合计 25.87%的
股权。

据报道，天齐锂业近来业绩和股价
双双大涨，正是得益于该公司所进行的
收购。

2014 年 5 月，天齐锂业斥资 5 亿美
元，完成了对澳大利亚泰利森锂业公司
(Talison) 母公司文菲尔德(Windfield)
51%权益收购，间接控股泰利森锂业。

此后，天齐锂业还收购西藏矿业持
有的扎布耶锂业 20%股权，共同开发西
藏扎布耶盐湖锂资源；收购银河锂业国
际 100%股权，取得全球最大的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电池级碳酸锂生产基地———江
苏张家港生产基地等。

受益于国内动力电池市场对锂化工
产品需求的大幅增长，天齐锂业也成长
为国内锂电池核心材料的行业巨头。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
速发展，全球对上游材料锂的需求大增。
中国锂资源虽丰富，但受生产工艺的制
约，技术含量较高的电池级碳酸锂、高纯
碳酸锂等还需从国外大量进口。谁掌握
锂资源，谁就掌握了这轮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命脉。所以，像天齐锂业这种在海外

布局锂资源的中国企业并不在少数。
世界级锂资源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和

澳大利亚。全球锂资源供应高度集中于
“四湖三矿”。大型盐湖包括玻利维亚乌
尤尼盐沼 Uyuni，智利盐湖 Atacama，阿
根廷盐湖 Olaroz、Hombre Muerto 等。
主要锂辉石矿包括澳大利亚泰利森(Tal-
ison) 旗下的 Greenbush 矿山和澳大利
亚 RIM公司的 Mt Marion 锂矿。

据国内跨境投资并购信息服务商晨
哨集团并购研究部统计，仅 2017 年一
年，中资企业在海外布局锂矿资源项目
近 20 起，收购方式分为收购股权和签署
承购协议两种，以前者为主。其中 15 笔
披露金额，涉及约 37.48 亿元。

作为我国两大锂业巨头，天齐锂业
此前已在海外布局锂资源。国内另一家
锂业巨头赣锋锂业海外锂资源的布局方
面也毫不示弱。

据赣锋锂业财报，其是全球第三大
及中国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及全球最
大的金属锂生产商。按 2017 年的产能计
算，其碳酸锂产能在全球排名第四，占全
球产能的 10%；金属锂产能全球排名第
一，占全球产能的 47%。赣锋锂业目前拥
有位于澳大利亚、阿根廷、中国及爱尔兰
等 6个优质锂资源的股权。

事实上，在海外布局锂资源的不只
这两大锂业巨头。包括江特电机等为代
表的金属锂生产供应商，也试图通过布
局海外锂矿资源，结合已布局的国内锂
矿存量，为锂电产品产能原料供应提供
保障，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进而提升盈利能力；以猛狮科技、宁德时
代、长城汽车等为代表的动力电池企业
及整车和零部件企业，试图通过并购海
外锂矿为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做好
铺垫。同时，以金沙江资本、歌石投资为
代表的投资机构对国外的锂矿资源也十
分感兴趣。

但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锂盐市
场供应不减，而补贴新政逼近压缩中下
游需求，导致短期内供应过剩，预计 6
月中旬前还将继续小幅下跌走势。截至
目前，今年已知将陆续投放的碳酸锂及
氢氧化锂规划产能已接近 10 万吨，而
2017 年全年碳酸锂生产量仅为 8 万吨
左右。分析人士认为，进入四季度，赣锋
锂业、天齐锂业等企业的扩产项目将陆
续投放市场，再加上四季度锂电池行业
进入传统淡季，碳酸锂的供过于求现象
将更加明显，冲击下或将引发价格大幅
滑坡。

中国矿业报网

我国企业已在海外布局锂资源

南宁海关高度重视进口废物原料
的检验监管工作，严格落实《固体废物
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以及联合开展
严厉打击“洋垃圾”违法专项行动的
工作要求，按照进口废物原料环境保
护控制国家标准和检验检疫工作规
范，完善检验监管工作措施，构建检验
监管把关长效机制，固守国门———

“我们以多种形式向辖区内进口
废物原料的国内收货人企业广泛宣
传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监管政策、
法规，如今企业的守法意识、责任意
识、环保意识不断提高，检出有问题
的进境废物原料少了，合格率也提高
了。”5 月 18 日，记者到梧州海关进
口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办事处采访，对
记者因没有看到查获不合格产品的
“猛料”感到“失望”，该办事处负责
人说道。

南宁海关高度重视进口废物原料
的检验监管工作，进一步制定严禁“洋
垃圾”进境工作方案，成立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关长李文健任组长，副关长李
宝权、武跟平以及原广西检验检疫局
副局长梁小锋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负责严禁“洋
垃圾”进境专项工作。严格落实《固体
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以及联合开展
严厉打击“洋垃圾”违法专项行动的工
作要求，按照进口废物原料环境保护控
制国家标准和检验检疫工作规范，完善
检验监管工作措施，构建检验监管把关
长效机制，严把国门，防止“洋垃圾”输
入。今年 1-4 月，广西口岸共检验检疫进
口废物原料 156批、重 2.48 万吨、货值
7297 万美元，批次、重量同比分别减少
74.6%、62.4%，货值增长 7.2%。数量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
拣的废纸以及纺织废料自 2017 年底开
始已被我国禁止进口；货值增长主要是
废有色金属如回收铜进口量增长所致。
环保项目检验没有发现不合格情况，其
中检出携带一般有害生物、土壤或木质
包装无“IPPC”标识废物原料 35 批，均
实施检疫处理。

该关严格执行进口废物原料现场双
人检验、持证上岗、定期轮岗以及在第一
入境口岸实施检验检疫监管等制度，强
化口岸到货检验检疫监管。在货物申报
环节严格核查废物原料装运前检验证
书、货物运输单据等进口申报单证的真
实性、齐全性、一致性，要求国内收货人
提供全部的真实的货物运输信息等资
料。现场检验严格按检验规程规定的比
例及业务系统的随机指定实施现场开
箱、掏箱检验，对集装箱装运进口废塑料

实施 100%开箱查验，掏箱不少于 20%，
必要时扩大比例，对疑似夹杂物超标或
环保风险较高的废物原料实施全数检
验。加强对申报为非法定检验进口商品
的监督抽查，确保货证相符，防止固体废
物以瞒报、夹带等方式偷运入境。自 2018
年 5 月 4 日起，对全国连续检出多批环
保项目不合格的来自美国的废物原料实
施 100%开箱、100%掏箱检验检疫，对疑
似热固性废塑料、含有粉状物的金属废
料、废纸中夹杂难以识别的特种纸、夹带
疑似危险废物的实行 100%实验室检测
分析。

同时，南宁海关加强检测能力建设，
去年 12 月，国家三部委联合发文推荐全
国 20 家检测机构为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机构，其中防城海关（原防城港检验检疫
局）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成为我国西南地
区唯一获得推荐的检测机构，除受理南
宁关区送检的固废样品检验外，还获得
广西自治区环保厅认可，接受全区环保
部门和企业的委托检验。该中心 2017 年
共接受进口货物样品的固体废物属性鉴
别业务 89 批，鉴别出货物样品为禁止进
口固体废物 42 批。今年 1-4 月，开展固
体废物属性鉴别 41 批，比去年同期增长
21%，鉴别出 8批货物样品为禁止进口固
体废物，重量 800 吨，其中检出一批报检
名为“铜精矿”的货物实为铜冶炼转炉
渣和铜电解废液处理得到的废渣混合物

共 588 吨，已按照程序退运。还首次鉴别
出热镀锌灰、塑料废碎料及下脚料等固
体废物，有效防止了固体废物以普通商
品的名称混入国门。

此外，南宁海关加强对进口废物原
料国内收货人实施后续监管，加强对进
口废物原料的质量追踪验证，2017 年对
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企业实施后续
监管 23 家次，对 585 批进口废物原料进
行了质量追踪验证。今年以来共对进口
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实施后续监管 10
家次，对 112 批进口废物原料进行了质
量追踪验证。对 9 家进口废物原料国内
收货人注册登记证书过期而未申请延续
的作注销注册登记证书处理。截至 2018
年 4 月，广西有 31 家取得注册登记的进
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企业，其中加工
利用企业 27 家、贸易代理企业 4 家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已按要求不受理贸
易代理企业报检)。

在梧州海关进口再生资源加工园
区办事处，国内收货企业有关负责人
说：“海关部门积极向我们企业宣传进
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监管政策法规，打
击洋垃圾非法入境，我们企业也对国外
供货商提出了严格的质量要求，同时，
在签订合同前先取小样委托海关实验
室进行检验，确定符合我国环保要求后
才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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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洋垃圾”混入国门

航天重工 吨矿用车
通过国家科技成果鉴定

据商务部监测，上周（5 月 21 日至
27 日） 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指数
比前一周上涨 0.3%，生产资料市场价格
指数与前一周基本持平。

生产资料市场：钢材价格比前一周
下降 0.4%，其中高速线材、螺纹钢、普通
圆钢、普通中板价格分别为每吨 4110
元、4021 元、4161 元和 4344 元，分别
下降 0.8%、0.7%、0.4%和 0.3%。

煤炭价格下降 0.4%，其中动力煤价
格为每吨 593 元，下降 0.7%；炼焦煤价
格为每吨 751 元，上涨 0.3%；无烟煤价

格为每吨 848 元，环比持平。基础化学
原料价格上涨 0.1%，其中甲醇、硫酸价
格分别上涨 0.9%和 0.2%，烧碱、纯碱价
格分别下降 0.5%和 0.1%。化肥价格上
涨 0.2%，其中尿素价格上涨 0.6%，磷酸
二铵价格下降 0.1%，氯 化 钾、三元复
合肥价格保持平稳。

有色金属价格上涨 0.3%，其中铅、
锡、镍、铜价格分别上涨 4.7%、0.8%、
0.7%和 0.4%，锌、铝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4%。

橡胶价格上涨 0.3%，其中合成橡

胶、天然橡胶价格分别上涨 0.4%和
0.1%。

食用农产品市场：肉类批发价格
整体回升，其中猪肉、牛肉、羊肉价格
分别为每公斤 17.24 元、51.95 元和
49.19 元，比前一周分别上涨 2.4%、
0.1%和 0.1%。30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
格为每公斤 3.94 元，比前一周上涨
0.8%，其中莴笋、白萝卜、豆芽价格涨
幅居前，比前一周分别上涨 14.5%、
8.7%和 8.5%。水产品批发价格继续回
升，其中小黄鱼、鲤鱼、小带鱼价格涨

幅居前，比前一周分别上涨 1.6%、1.4%
和 0.7%。食用油批发价格略有波动，其
中大豆油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0.3%，花
生油、菜籽油价格均比前一周下降
0.1%。禽产品批发价格小幅波动，其中
白条鸭、鸡蛋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17.13
元和 8.55 元，比前一周分别下降 0.7%
和 0.2%；白条鸡价格为每公斤 15.75
元，比前一周上涨 0.3%。粮食批发价格
小幅下降，其中大米、面粉价格比前一
周分别下降 0.4%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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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价格上涨 0.3% 铅、镍、铜价格分别上涨 4.7%、0.7%和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