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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5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63.40 亿元，已评

级的 3支债券中 AAA 有 1 支，AA 有 1支，A-1 有 1

支。 

行业 

 2017 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五年来最

高水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点评：供给侧改革效果显现，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但产能利用

率却达五年来最高水平，随着环保限产政策的加码，钢铁行

业产能将进一步被压缩，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上升。 

 北方地区“2+26”个城市采暖季错峰限产正式启动，

钢价将延续强势 

点评：11月 15日，环保限产政策正式启动，政策周期内行

业供给将出现明显下降，预计周期内钢价将延续强势，保持

高位震荡。 

 G20 与 OECD 成员国：应对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命题 

点评：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方案，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单凭一国

努力显然无法实现，未来我国的去产能政策将同世界市场产

生联动，与世界市场的联通将加快我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步伐。 

企业 

 宁波钢铁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壳用钢取得重大突破，

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点评：技术创新将为钢铁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方向。宁钢通过

科技创新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及产品竞争力，将通过持续

的技术创新力争成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新星”。 

 方大特钢、韶钢松山、新钢股份入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 

点评：此次 MSCI中国 A股指数新增的上市公司当中，全国

钢铁行业有 3 家企业新入选，公司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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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5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63.40 亿元，已评级的 3 支债

券中 AAA 有 1支，AA 有 1 支，A-1 有 1支。 

（一） 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钢铁行业新发 5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63.40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短期融资债

券、可转换债和私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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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0 5 短期融资债券、可转换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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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3支，发行方式以公募发行

为主，已评级的 3支债券债项信用等级中 AAA有 1支，AA有 1支，A-1有 1支；评级机构

中，中诚信国际评级 2次，联合信用评级 1次；债券类别来看，短期融资债券有 3支，可

转换债 1支，私募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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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钢 01 13.00 3.00 6.00 私募债 私募 AAA 中诚信国际 

久立转 2 10.40 6.00 

存续期内票面利率

为:0.3%;0.5%;1.0

%;1.3%;1.5%;1.8% 

可转换债 公募 AA 联合信用 

17 鞍钢 CP004 5.00 1.00 5.29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A-1 中诚信国际 

17鲁钢铁SCP007 15.00 0.74 5.6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 

17 首钢 SCP014 20.00 0.74 5.1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三） 信用级别变动 

无 

 

 



                                          监测月报| 页 3 /6 

 

二、本期行业要闻 

 钢铁行业 

2017 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北方

地区“2+26”个城市采暖季错峰限产正式启动，钢价将延续强势;

河北省发改委 2018～2020年计划再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2,000万吨左

右，力争到 2020 年钢铁产能控制在 2 亿吨左右；G20 与 OECD 成员

国：应对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命题。 

要闻 1：2017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17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

为 76.7%，同比和环比分别提高 4.4和 1.0个百分点，延续了六个季度回升态势，为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进入三季度，受 7、8月份高温多雨天气及部分企业停产检修等短期因素影响，工业生

产增速略有放缓。但受益于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仍保持平稳态势，同比回升明显。前期去产能主要从产能约束供给。钢铁行业是 2016、2017

年去产能重点行业。政府提出 5 年去产能 1.4 亿吨的目标，而去年实际去产能高达 6500

万吨，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产能利用率回升，虽然产能大幅缩减，但产量较 2015年基本

持平，因而产能利用率从 2015年的 67%回升至去年的 71%。二是产销率回升，今年上半年

欧美经济回暖而中国经济超预期，令钢材需求有所回升，钢材产销率从去年底的 98.1%回

升至今年 6月底的 99.7%。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保限产政策加码，刚铁行业的产能将进一步被压缩，企业面对

高昂的环保支出，扩张产能的意愿将被削弱。 环保督察领域持续拓宽，今年粗钢产能利用

率有望进一步回升。（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点评：供给侧改革效果显现，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但产能利用率却达五年来最高水平，随着环保限

产政策的加码，钢铁行业产能将进一步被压缩，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上升。 

要闻 2：河北省发改委 2018～2020年计划再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2,000 万吨左右，力争

到 2020 年钢铁产能控制在 2亿吨左右 



                                          监测月报| 页 4 /6 

 

从 2013年到 2017年 10月，河北省已累计压减炼钢产能 6,993万吨、炼铁产能 6,442

万吨。仅今年 1～10月，河北省压减炼钢产能 1,998万吨、炼铁产能 1,752万吨，分别完

成国家计划的 144.6%和 115.9%。一系列的去产能的工作已使行业供需格局大幅改善，钢材

价格大幅提升。河北省 2018～2020年计划再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2,000万吨左右、煤炭产能

2,600万吨左右，力争到 2020年钢铁产能控制在 2亿吨左右、煤炭产能控制在 7,000万吨

左右；调整空间布局，保定、廊坊、张家口钢铁产能全部退出，张家口、承德、保定成为

基本无煤矿市，沿海临港和资源富集地钢铁产能占全省 70%以上；提升质量效益，企业盈

利能力持续增强，能耗排放大幅降低，钢铁企业冶炼固体废弃物实现全部利用和处置，主

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来源：Wind资讯） 

点评：现阶段提出继续压减钢铁产能，表明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性，同时供需紧平衡有利于维持行

业盈利水平。 

要闻 3：北方地区“2+26”个城市采暖季错峰限产正式启动，钢价将延续强势 

11 月 15 日开始，北方将进入采暖季。出于大气环保等目的考虑，北方多地纷纷出台

严格举措落实供暖季错峰生产及限产政策，使钢铁、焦化、电解铝、碳素、建材等多个行

业产能受到影响，产能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受到市场格外关注。 

目前来看，环保限产已经对钢铁企业的开工率产生了影响。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检测数

据显示，10 月份全国百家中小钢企高炉开工率从 90%高位一度跌至 81%，创年内新低，表

明未来供给端仍将处于收缩状态。政策方在回复中表示，2017～2018年取暖季，北方“2+26”

城市环保限产 50%为最低要求。从环保部门了解到，这是钢铁行业首次执行大规模、长期

性限产。同时，采暖季限产，直接导致钢铁上游焦炭产业需求降低。高炉限产，生铁产量

下降，焦炭需求将减少。据统计，采暖季钢厂生铁产量减少约 3,500万吨，焦炭需求减少

约 1,750万吨。 

市场人士表示，因为华北钢铁厂全面限产即将开始，一些钢材贸易商持观望态度，已

封库等待钢材价格上涨。（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财网） 

点评：11 月 15 日，环保限产政策正式启动，政策周期内行业供给将出现明显下降，预计周期内

钢价将延续强势，保持高位震荡。 

要闻 4：G20 与 OECD成员国：应对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命题 

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部长级会议 11月 30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就削减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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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将向二十国集团提交政策建议报告。当天，来自二十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 33个成员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出席。 

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根据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共识于 2016年 12月成立。按照二十

国集团汉堡峰会公报要求，论坛应于今年 11月之前形成一份包含具体政策措施建议的实质

性报告，以作为采取切实和快速政策行动的基础。 

会议认为，钢铁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应对。报告建议通过市场

化手段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加强各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增加政策透明度。 

中方在会议上指出，产能过剩是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普遍性、周期性、结构

性问题，并非钢铁行业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困难和挑战，不是中国独

有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次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钢铁需求下降。这也是 G20杭州峰会上领

导人的共识。 

中方强调，近年来，中国政府主动作为，推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市场

化、法律化手段，积极化解过剩产能，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成效显著。2016年以来，淘

汰落后钢铁产能超过 1 亿吨。根据论坛各成员分享信息，2014-2016 年，中国削减钢铁产

能是全球削减总量的 120%以上。为此，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克服了重重困难，仅 2016

年，钢铁行业就重新安置职工 20.1万人，超过美国、日本各自钢铁就业总人数，相当于欧

洲钢铁就业总人数的 60%。中国率先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是自觉、主动、坚定、持续的行

动，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为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表示，中方以建设性的姿态积极参与，主动推动论坛进程。中方对论坛形成的共

识表示欢迎。中方希望，今后各成员能进一步加强信息分享与合作，引导钢铁行业形成良

性发展趋势，为全球钢铁产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来源：新华网） 

点评：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方案，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单凭一国努力显然无法实现，未来我国的去产

能政策将同世界市场产生联动，与世界市场的联通将加快我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步伐。 

三、本期企业动态 

宁波钢铁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壳用钢取得重大突破，技术已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技术创新将为钢铁行业带来

新的发展方向；方大特钢、韶钢松山、新钢股份入选 MSCI 中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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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数；南钢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湖南省国资委决定将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的 83.5%股权无偿划转至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一) 技术创新 

宁波钢铁（正面） 

11月 3日，宁波钢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壳用钢已成功投产，经检测，

其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全球仅 4家钢厂能稳定生产该种 32650新型圆柱形动力电

池壳用钢。下一步，宁钢将对汽车电池壳用钢进行升级，持续提升其质量，力争成为新能

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新星”。（资料来源：能源财经网） 

(二) 入选指数 

方大特钢（正面） 

11 月 14 日，美国著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公司(MSCI)正式宣布，新增方大特钢、

五矿稀土等 25家中国 A股上市公司进入 MSCI中国 A股指数，同时剔除中国重工、沙钢股

份、抚顺特钢等 96家上市公司，上述变动将在 11月 30日收市以后生效。此次新增的上市

公司当中，全国钢铁行业仅有 3家企业入选。（资料来源：中国冶金报） 

(三) 公司增资 

南钢股份（中性） 

11 月 21 日，南钢股份（600282）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后续进展公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出资 57,540,309.42 元与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唐斌共

同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四) 股权划转 

华菱集团（正面） 

11 月 24 日，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湖南省国资委将阳春新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 83.5%股权无偿划转至公司的公告：根据湖南省属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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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整合重组的总体要求，2017 年 11 月湖南省国资委决定通过无偿划转方式，由湖南华菱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的 83.5%股权。（资料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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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