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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砥砺奋进
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奋斗

□ 高祥明

　　一、过去五年行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钢铁行业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的五年；是

努力实现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行业综合

竞争实力再上新台阶的五年。五年来，我们

先后迎来了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给了我们盘点奋斗历程、展望美好

未来的契机。

（一）去产能取得成功，行业保持持续平

稳运行

２０１５年，中国粗钢产能达到 １１．２８亿

吨，而粗钢产量只有８．０４亿吨，产能利用率

７１．３％。在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大背景下，中

国钢铁工业诸多问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

企业经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２０１６到２０１８年，在有关政府部门的领

导下，全行业迎难而上，仅用３年时间，成功

压减粗钢产能１．５亿吨以上，提前两年超额

完成国务院提出的去产能上限目标；依法依

规全面取缔“地条钢”，市场环境得到有效净

化，优质产能得以发挥，产能利用率恢复到合

理区间。

随着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的深入推

进，钢铁产需重归平衡，行业运行基本稳定，

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回升、２０１８年达到历史最

好水平。中国钢铁去产能成果，不仅使中国

钢铁企业受益，也有效带动了世界钢铁工业

的复苏。

具体来说，一是钢铁产量保持持续较高

增长。２０１５年，全国粗钢产量为８．０４亿吨，

预计２０１９年粗钢产量将达到９．８亿吨左右，

五年累计增长１．７６亿吨，增幅２１．９％。

二是钢铁出口总量下降，结构优化。

２０１５年，全国钢材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

１．１２亿吨，预计２０１９年出口６５００万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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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钢材的板管带比从 ５１．９９％ 增长到

７３．２５％，出口单价从５５９美元／吨增长到８３１

美元／吨。

三是钢材价格回升企稳。２０１５年，国内

市场钢材价格大幅下跌，ＣＳＰＩ指数年度平均

值为６６．４３点，２０１８年平均值为１１４．７５点，

２０１９年指数虽略低于２０１８年，但总体平稳。

四是行业利润回升，资产负债率下降。

２０１５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亏损８４６．８８亿元，

２０１９年预计实现利润１８００亿元。企业资产

负债率从 ２０１５年末的 ７１．０４％下降到了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末的６３．５９％。

（二）推进超低排放改造，行业绿色发展

水平大幅提高

近几年，在全球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倒逼

下，广大钢铁企业围绕焦化、烧结（球团）、炼

铁、炼钢、轧钢等五大重点工序，积极开展烟

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高温烟气循环分

级净化技术等的研究，首钢、宝武、安钢、河

钢、太钢、德龙、中天等一批钢铁企业大力推

进超低排放改造并率先取得突破。同时，通

过减量置换进行装备升级，一批节能环保技

术和指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为推动钢铁

行业绿色发展，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三）兼并重组取得突破，产业组织结构

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取得了实质

性进展。宝武重组，打造了中国的世界级

“钢铁航母”，宝武与马钢、重钢重组，基本完

成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布局，成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之一。建龙集团先

后重组山西海鑫、北满特钢、阿城钢铁、西林

钢铁、包钢万腾、宁夏申银，规模扩大、布局优

化、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地位进一步提高。德

龙集团通过司法重整方式重组渤海钢铁，合

并产能达到３０００万吨，一举进入行业第一梯

队。中信特钢重组青岛特钢，构建了全球最

大的专业化特钢龙头企业集团。沙钢成功重

组东北特钢，抢占技术制高点，普钢变“特”。

这些具有“破局”性质的经典案例，为跨地区、

跨所有制“混改”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行业综合竞争

实力增强

五年来，钢铁行业围绕国民经济发展大

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亮点不断，有力推进了

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一是科研投入不断增长、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全行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由２０１５年的５６１．２３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

７０６．８８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由０．８９％增长

到 １．０５％；有效发明专利数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２３２２件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７００６件；新产品

销售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６６２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８

年的９５７５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９．６３％。

五年间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２３项；３８７个项目获冶金科学技

术奖，其中特等奖４项，一等奖６６项。

二是钢铁材料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宝

武、鞍钢、太钢、首钢、中信特钢、东北特钢、河

钢、包钢、钢研集团等单位一大批高端产品研

发成功，有力地支撑了高端装备制造用材的

国产化。时速３５０公里高速动车组轮、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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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架材料顺利完成运行考核，０．０２毫米宽幅

超薄不锈钢精密带钢（手撕钢）实物质量水

平达到国际领先，高性能冷轧淬火延性钢

Ｑ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兆帕级热成型钢汽车板实现全

球首发，新能源汽车电机用钢等一大批超高

强度钢、不锈钢及高温合金研发成功、实现

工业化生产。在高端产品开发实现突破的

同时，钢铁产品实物质量也在稳步提升，五

年间，累计有６２５项钢材产品实物质量达到

国际同类产品水平，４１项钢材产品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三是钢铁制造智能化发展迅速。五年

来，钢铁行业两化融合持续深入推进，两化

融合指数２０１９年达到５３．６，关键工序数控

化率７０．９％，生产设备数字化率４９．８％，总

体处于重化工业领先水平。在两化融合基

础上，钢铁行业充分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带

来的产业革命契机，将智能化融入钢铁制造

和运营决策过程中，加快推进先进装备、先

进材料、先进工艺与工业互联网的有机融

合。目前，钢铁行业已经打造出９家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企业，宝武、鞍钢、太钢、南钢等企

业在智能车间、智慧矿山、大规模定制等应

用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四是标准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

围绕“热轧带肋钢筋、钢结构用钢、船舶用

钢、电工钢”等领域，重点开展了１３５项标准

的制订工作；完成了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

不锈钢、工模具钢、合金结构钢等特钢系列

重点标准的修订工作。围绕“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急需，重点在

高强汽车用钢、超超临界锅炉用钢、核电用

钢等领域开展了近２００项新材料标准的制

订，促进了先进新材料的推广应用。

（五）“走出去”落地开花，国际化水平

提升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

意见》的发布，钢铁企业“走出去”迈出坚实

步伐，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海外钢铁生产基地

项目，如河钢集团成功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

雷沃钢厂，百年老厂重焕生机；广西盛隆冶金

有限公司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综合钢厂

项目顺利投产，生产经营逐步稳定。

为统筹行业对外投资合作，２０１７年 ３

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钢铁国际产能

合作企业联盟”正式成立，钢铁国际产能合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钢铁行业的国际化

水平明显提升。

（六）行业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行业的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高质量人力资源队伍。

五年来，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的深入推进，

钢铁行业人力资源工作取得显著成果，高质

量发展特征显现。

一是劳动效率大幅提升。五年间，钢铁

行业按主业在岗职工计算实物劳动生产率从

５０４吨／（人·年）增长到７３６吨／（人·年），

增长率为４６．０３％，创十几年来最大增幅。

二是人员结构显著优化。经营管理人员

占比降低０．３个百分点，操作人员占比降低

０．９６个百分点，技术人员占比提高１．２６个

百分点。

三是人力资本竞争力显著提升。劳动生

·７·

!"#$%&

发展论坛



产率增幅持续超过工资增幅，行业吨钢人工

成本从１９３元下降到１７８元，吨钢人工成本

降低１５元，人力资本竞争力扭转了多年下降

的趋势。

五年来，钢铁行业总体运行平稳、稳中

向好，但同时稳中也有忧，尤其是２０１９年出

现的产能释放快、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环

保压力加大等问题亟须各方面关注、解决。

二、第五届理事会及协会开展的主要

工作

（一）统一认识、加强自律、维护行业平

稳运行；

（二）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努力巩固去产能成果；

（三）持续推进对标挖潜、降本增效、去

杠杆；

（四）积极参与政策法规和规划的制定，

反映企业诉求，引领行业脱困发展；

（五）加强对外宣传交流，改善中国钢铁

形象。

三、２０２０年行业发展形势和重点工作

任务

（一）２０２０年行业形势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提醒大家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

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会议明确了２０２０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为

“四个坚持一个统筹”。“四个坚持”即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

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一个统筹”

即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综合判断，中国经济整体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在释放出巨大

的改革红利，这为钢铁行业保持稳定运行提

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们一方面对形势的

严峻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对中国经济

的发展充满信心。

（二）２０２０年重点任务

２０２０年钢铁行业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可持续发展

理念，全面做好稳运行工作。按照这一总体

要求，钢铁行业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统一思想，引导预期，维护行业平稳

运行

钢铁行业要彻底转变过去依靠规模扩

张、低价竞争的老路，将认识统一到提高质量

和效益上来。企业要保持定力，强化自律，合

理控制生产节奏，共同维护市场稳定。协会

将下大力气做好供需两端信息的收集、分析

和发布，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和诉

求，增加市场透明度，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２．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严禁新

增产能

当前，协会正在配合政府部门开展钢铁

产能、产量摸底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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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撑；对专项督查中发现的拆除中频炉

后上电炉的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杜绝

违规新增产能；严格执行新版《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在２０２０年６月之前全面淘汰

以中频炉为主生产不锈钢、工模具钢等钢种

的落后工艺；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政策制修订

工作，发挥政策组合功效，反对仅仅以局部

行政区划为界进行的同城搬迁。

３．推动差别化环保限产和“错峰生产”、

加快推进超低排放改造

尽管钢铁行业在环保方面进行了较大

投入，但总体还有差距。协会一方面要组织

开展环保对标和超低排放改造经验交流，同

时，将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建立长效机制，避

免减产、停产“一刀切”，统筹超低排放政府

支持专项资金，争取减免环境保护税，加大

环保技术补助资金投入。

要组织研究并推动在钢铁产能集中且

环境负荷过重的地区实施“错峰生产”，促进

环保分类管控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反对以任

何理由对合规生产的钢铁企业实施“无差

别”的频繁停限产。建议推行“以控制排放

总量为基础，以差别化管控为导向”的“错峰

生产”方式，限制落后，保护先进，促进整体

环保水平提升和稳定、有效益的生产。

４．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

长期以来，行业结构分散、产业集中度

低等问题始终存在，导致钢铁行业在化解过

剩产能、市场有序竞争、行业平稳运行、产业

布局调整、技术研发创新、环保节能降耗等

方面，既缺乏掌控能力，又缺乏自律能力，制

约了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协会将继续推动

形成行业共识，推动国家尽快发布关于推动

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的有关政策，推动行业兼

并重组取得更大进展。

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技术创新一要抓共性技术，二要抓“卡

脖子”技术，三要抓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

协会将于近期启动建设钢铁工业大数据系

统，为钢铁企业研发新产品提供数据支持。

协会正在筹备成立“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

和“钢铁材料应用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统

筹推进行业科技创新工作。鼓励中国宝武、

河钢集团、建龙集团等在开发“氢能冶金”技

术方面的努力，支持宝武钢铁集团筹备成立

“全球绿色低碳冶金联盟”。鼓励和引导中

小钢铁企业加强产学研结合，走“专精特新”

之路。

６．建立实施钢铁原材料保障战略

一是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监管。协

会将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铁矿石等

大宗原燃料信息发布制度。规范国际矿山企

业的招标行为，打击市场垄断和恶意炒作。

推动期货市场为钢铁行业服务的有效性，完

善制度，加强监管，严查违法违规交易和行

为。二是研究改进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定价机

制。继续加强与主要铁矿石供应商的高层互

动，强化和落实建立互利共赢上下游产业链

的共识；推动铁矿石供应商和钢铁企业多利

用现货交易平台成交，提高现货交易样本量

和透明度；推动非单一指数定价，完善进口铁

矿石定价机制。三是多措并举，拓宽铁矿石

供应渠道。进一步推动降低 （下转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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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钢铁高质量发展标准引领行动》正

式启动

【事件描述】２０１９年，由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党委书记何文波、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干

勇、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原主席张晓刚提

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领导

的《钢铁高质量发展标准引领行动》正式启

动。《引领行动》将通过遴选最能代表中国

钢铁工业发展先进性的工艺、技术、装备和

产品，制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体标

准。《引领行动》目前已确定国际国内专家

顾问团队，下发了标准项目遴选通知。宝武、

鞍钢、首钢、太钢、沙钢等十余家企业积极响

应，正在研究报送相关标准项目。同年，钢铁

行业首届以标准化为主题的论坛会议成功

举行，标准引领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

【ＭＰＩ点评】紧抓国家深化标准化工作

改革机遇，加强钢铁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力

度，促进行业提质升级已经成为共识。《钢

铁高质量发展标准引领行动》是标准引领钢

铁行业发展的有力实践，是中国钢铁标准引

领、质量提升、走向世界的重大举措。《引领

行动》将通过全球领先标准的制定、发布、实

施，为行业树立标杆和典范，引领中国钢铁

品牌建设和行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彰显中国

钢铁行业的社会贡献，助力中国钢铁赢得国

际尊重和认可，促进中国钢铁及世界钢铁的

发展进步。

（李闯 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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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９页）国内矿山税费，稳定国内铁矿

石、石灰石等的产量；进一步推动降低废钢

加工环节增值税，放开废钢进口，促进废钢

加工产业发展和废钢市场的平稳运行；大力

支持建设海外铁矿石生产基地，提高权益矿

比例。

７．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创新党建工

作方式方法；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奠定钢铁强国的人才基

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聚焦问题求实效有

机结合，用党建引领钢铁行业克难攻坚，实

现高质量发展。

同志们，２０２０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为钢铁行业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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