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三、本期企业动态 

四、报告声明 

 

 

2017.10.05～2017.11.05 

 

 

 

 

 

大公钢铁行业小组 

负责人：宋莹莹 

成员：谷建伟  张玥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债市 

 本期新发 9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50 亿元，已评级

的 2支债券中 AAA 有 1支，A-1 有 1 支。 

行业 

 党的十九大对供给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

要求，钢铁行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点评：2015年以来中国的钢铁行业之所以能够扭亏为盈,供

给侧改革功不可没。供给侧改革是行业目前的主逻辑,也是

未来几年中国钢铁行业的主逻辑。只要供给侧改革继续坚持

下去,钢铁行业在盈利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方面都有较好的前

景。另一方面，钢铁行业也需要改变自身生产方式，实现环

境友好型发展方式。 

 10月份钢铁 PMI 两连降至 52.3%，行业景气格局延

续 

点评：从 PMI指数及其分项指标变化来看，本月钢铁生产较

为积极，但随着北方地区采暖季限产政策的逐渐深入，钢厂

原料补库的积极性减弱，后期生产或将有所趋缓。 

 钢铁行业错峰生产安排正式出台 

点评：从短期的行情来看，由于大部分地区还未开始执行高

炉限产政策，产出变化不大，总体产量仍维持高水平，市场

对于前期热炒的限产政策逐渐丧失信心，使得价格出现了高

位震荡，走势趋弱。从长期来看，各地开始严格执行采暖季

高炉限产政策后，价格仍可能再出现上涨行情。 

企业 

 鞍钢拟向中石油无偿划转 6.5 亿股 A 股股份 

点评：鞍钢与中石油的战略合作，将优化鞍钢股份股权结构。 

 *ST 重钢确定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为重组方 

点评：国内首只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介入＊ＳＴ重钢重组，

重组后企业有望改变现有巨额亏损的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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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9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50 亿元，已评级的 2 支债券

中 AAA有 1 支，A-1 有 1 支。 

（一） 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钢铁行业新发 9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15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短期融资债券、

中期票据、可交换债和私募债。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支）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钢铁 150.00     9 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私募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 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9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2支，发行方式以公募发行

为主，已评级的 2 支债券债项信用等级中 AAA 有 1 支，A-1 有 1 支；评级机构中，大公国

际评级 2 次，中诚信国际评级 4 次，联合资信评级 1 次；债券类别来看，短期融资债券有

6支，中期票据 1支，私募债 2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债券

期限 

发行票

面利率 
债券种类 

发行

方式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鲁钢铁 SCP006 15.00 0.58 5.24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7 酒钢 CP001 10.00 1.00 5.50 一般短期融资券 公募 A-1 联合资信 

17 河钢 01 30.00 3.00 5.44  私募债 私募 - - 

17 河钢集 MTN015 15.00 5.00 5.40 一般中期票据 公募 AAA 中诚信国际 

17 鲁钢铁 SCP005 15.00 0.74 5.02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7 首钢 SCP013 15.00 0.74 4.74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大公国际 

17 鞍钢 01 15.00 1.00 5.50 私募债 私募 - - 

17 河钢集 SCP005 20.00 0.74 4.75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7 首钢 SCP012 15.00 0.74 4.79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大公国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三） 信用级别变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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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钢铁行业 

十九大对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钢铁行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10月钢铁行业 PMI指数两连降至 52.3%，但依旧处于发展扩张通道；

工业行业错峰生产安排正式出台，钢铁行业或将面临最严限产令。 

要闻 1：党的十九大对供给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钢铁行业面临新的挑

战和机遇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里，对经济工作提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申供给

侧改革的重要性,要重振实体经济,打造工业强国、制造业强国,利好钢铁行业长远发展。 

供给侧改革提出当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对于钢铁行业,到目前为止去产能已经完成

了绝大部分,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完成去产能剩余任务。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之后,供给侧改

革还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完成。一个方面是去杠杆,另一个方面是兼并重组,十九大以后,

这两项工作有望得到实质性推进。另外，十九大报告对新增产能的问题释放信号,即未来即

使去产能目标实现,新增产能政策不会放开。 

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到 2020年，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 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因此

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中，环保将被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工业企业的运营将面临更严格的

环保要求和监督。钢铁业是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也是环保审查的重点，随着环保政

策的进一步强化，钢铁行业的发展预计将出现新趋势，或将以新技术、新环保设备等为导

向，实现钢铁行业的新生产方式。（资料来源：中国网） 

点评：2015 年以来中国的钢铁行业之所以能够扭亏为盈,供给侧改革功不可没。供给侧改革是行

业目前的主逻辑,也是未来几年中国钢铁行业的主逻辑。只要供给侧改革继续坚持下去,钢铁行业

在盈利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方面都有较好的前景。另一方面，钢铁行业也需要改变自身生产方式，

实现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 

要闻 2：10 月份钢铁 PMI两连降至 52.3%，行业景气格局延续 

从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指数来看，10月份为 52.3%，

较上月小幅下降 1.4 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下降，但已连续六个月处在 50%以上的

扩张区间，表明钢铁行业高景气度格局仍在延续。从分项指标看，钢铁行业 PMI生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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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 9个月处于扩张状态。与生产相关的采购活动则呈现一定的收缩，本月原材料采购

量指数为 56.1%，较上月下降 2.8 个百分点；原材料进口指数为 49.6%，较上月下降 1.6

个百分点，也是自今年 5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 50%以下；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3%，较上月

下降 1.8 个百分点。PMI 显示，作为传统旺季的十月，国内钢材市场延续了 9 月份理性扩

张的格局，生产和需求稳中趋缓，钢材出口低位回升，企业库存有所累积，原材料价格迅

速下降，有利于钢厂降本增效。10月份邯郸、唐山、安阳、天津等地钢厂已相继启动采暖

季限产，直接影响了部分企业的生产。不过目前钢厂利润处于高位，未限产地区钢厂正抓

住年前最后的时间全力生产，努力保障效益实现及市场供给。（资料来源：中国钢铁新闻网） 

点评：从 PMI 指数及其分项指标变化来看，本月钢铁生产较为积极，但随着北方地区采暖季限产

政策的逐渐深入，钢厂原料补库的积极性减弱，后期生产或将有所趋缓。 

要闻 3：钢铁行业错峰生产安排正式出台 

11月 3 日工信部和环保部两部门联合印发《关于“2+26”城市部分工业行业 2017-2018

年秋冬季开展错峰生产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相较于 8月印发的《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通知》对钢铁、焦化等工

业行业错峰生产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具体要求方面：“2+26”城市中石家庄、唐山、

邯郸、安阳等重点城市，采暖季（2017年 11月 15日至 2018年 3月 15日，下同）钢铁产

能限产 50%，以高炉生产能力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其他“2+26”城市根据所在

地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自行决定限产水平。鼓励空气污染治理任务重的城市，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更加严格的限停方案。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钢铁、焦化企业要尽可能采取停产

或限产（整条生产线停产）等方式实现应急减排。 

《通知》除了对钢厂生产限制外，对钢材下游需求行业也将有很大限制。包括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及河南部分城市发布的采暖季建筑施工停工的政策，这个政策将对建筑

钢材的产生很大影响。2+26城市是国内热轧卷板、冷轧卷板、中厚板主要的输出地，这些

钢厂采暖季限产后将对板带材的供给量产生较大影响，但对于板带材下游需求影响相对较

小。（资料来源：中国冶金报） 

点评：从短期的行情来看，由于大部分地区还未开始执行高炉限产政策，钢的产出变化不大，总

体产量仍维持相对高水平，是市场对于前期热炒的限产政策逐渐丧失信心，使得价格出现了高位

震荡，甚至是出现了趋弱的走势。但从稍长一点的时间段来看，后期，尤其是进入到 11 月中下

旬后，各地开始严格执行采暖季高炉限产政策后，价格仍可能再出现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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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企业动态 

鞍钢拟向中石油无偿划转 6.5亿股 A股股份；南钢股份拟 1819

万元转让所持钢宝股份部分股份用于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ST

重钢确定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为重组方。 

表 1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公司治理 鞍钢股份 

10 月 12 日晚间，鞍钢股份（000898）发布公

告，公司于 10 月 11 日晚间接到鞍钢集团转来

的《鞍钢集团公司关于无偿划转鞍钢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下称“《通知》”）。通

知中称，为加强鞍钢集团与中石油集团的战略

合作，优化鞍钢股份股权结构，鞍钢集团拟将

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鞍山钢铁”）持有的公司 6.5 亿股 A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8.98%）无偿划转

给中石油集团。本次无偿划转后，鞍钢集团通

过鞍山钢铁持有公司 42.19 亿股 A 股股份，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31%，中石油持有公司 6.5

亿股 A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8.98%。（资

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中性 

股权激励 南钢股份 

南钢股份（600282）10月19日晚公告，为进一

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长期、有效

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

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钢宝股份”）拟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

划。公司拟将所持有的钢宝股份部分股份

1,237.50万股（合人民币1,819.125万元）转

让给南京金慧商务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用于钢宝股份对其现有中高层管理人员与业

务骨干以及未来引进人才的股权激励。（资料

来源：东方财富网） 

中性 

公司重组 *ST 重钢 

11 月 3 日下午，*ST 重钢公告称，结合重钢的

实际情况，通过市场化比较，最终确定四源合

基金与重庆战新基金共同设立的重庆长寿钢

铁有限公司为重庆钢铁重组方，参与对重钢进

行重整。（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 

正面 

数据来源：澎湃新闻、中证网、华夏时报，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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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

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

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资产管理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报告

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