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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3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50.00亿元，均未

经债项信用评级。 

行业 

 工信部制定新的产能置换文件防范钢企变相扩产

能行为，巩固和维护钢铁去产能成果 

点评：在钢铁行业持续回暖、盈利可观的情况下，通过制定

新的规定，将置换方法明确化和精准化，会有效防止钢企利

用置换方法漏洞进行增产，巩固和维护钢铁去产能成果。 

 财政部关税司：2018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钢材的出口

关税 

点评：取消钢材等产品的出口关税，一方面更加符合作为

WTO成员国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能够促进钢铁出口，进

一步缓解产能过剩现状。 

 国资委：加快煤电钢铁等领域重组 

点评：钢铁行业是更易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行业，重组能够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企业 

 鞍钢集团在高强度汽车用钢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汽

车用钢制造能力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点评：汽车用钢生产能力是衡量钢铁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

志，高强度汽车用钢的成功研制，进一步巩固了鞍钢集团在

国内汽车用钢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ST 重钢公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方案 

点评：此次债转股的实施有利于重庆钢铁抵偿部分债务，降

低资产负债率，并在一定程度弥补债权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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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3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50.00 亿元，均未经债项信用

评级。 

（一） 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钢铁行业新发 3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50.00亿元，发行债券类别为超短期融资债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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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3 短期融资债券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 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3支债券，债券期限均在 1年以内，发行方式均为公募发行，债券类别来看，

均为超短期融资债券，3支债券未经债项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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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008 15.00 0.49 5.67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 

17鲁钢铁SCP009 10.00 0.58 5.9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 

17 首钢 SCP015 25.00 0.74 5.46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三） 信用级别变动 

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钢铁行业 

工信部制定新的产能置换文件防范钢企变相扩产能行为，巩固

和维护钢铁去产能成果；财政部关税司：2018年 1月 1 日起取消钢

材的出口关税; “地条钢”全面出清列入工信部十件大事；国资委：

加快煤电钢铁等领域重组。 

要闻 1：工信部制定新的产能置换文件防范钢企变相扩产能行为，巩固和维护钢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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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成果 

12月 9 日，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主办的“2017（第六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高端

论坛”在北京召开。工信部原材料司钢铁处处长徐文立在论坛上表示：目前在钢铁产能置

换方面存在着置换范围不清晰、没有严格执行产能置换的比例要求，普钢特钢产能折算系

数差别较大等问题。为此工信部已经制定了新的产能置换文件，即将正式对外发布，并有

望从明年开始实施。 

徐文立表示，2015 年 4 月工信部印发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办法》，办法实

施近 3年来，产能置换对于推进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严控新增产能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最

近工信部对地方公告的一些产能置换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审理，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一是

用以置换产能的范围不清晰、不明确，存在一些地方打擦边球的现象；其二是没有严格执

行产能置换的比例要求；其三是普钢、特钢的产能转换问题，由于同样的炉子对应的普钢

产能大一点，特钢产能小一点，部分企业就以新上特钢产能为由进行折算新增产能。 

2017年是钢铁去产能的攻坚之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是钢铁去产能 5,000万吨，目

前已经超额完成这一目标，去年完成了 6,500万吨的钢铁去产能。“十三五”的前两年，钢

铁行业去产能已超过 1.15亿吨，而“十三五”期间钢铁去产能的总体目标是 1亿～1.5亿

吨，距离十三五 1.5亿吨的上限目标，还剩几千万吨的规模。 

他表示，2018年要继续做好钢铁去产能工作。一是要精准施策，抓好重点地区的去产

能；二是巩固好取缔“地条钢”的成果；三是要严控新增产能，防止产能反弹；四是做好

钢铁去产能带来的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工作。（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评：在钢铁行业持续回暖、盈利可观的情况下，通过制定新的规定，将置换方法明确化和精准

化，会有效防止钢企利用置换方法漏洞进行增产，巩固和维护钢铁去产能成果。 

要闻 2：财政部关税司：2018年 1月 1日起取消钢材的出口关税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并报经国务院批准，继 2017年 12月 1日降低部分消

费品进口关税之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我国还将对其他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其

中关于钢铁方面，将取消钢材等产品出口关税，并下调钢坯等产品的出口关税。 

作为 WTO成员国，对工业原材料钢铁出口征收关税只是一种过渡的做法，按照 WTO规

定钢铁产品在进出口贸易环节不应征收关税，也不应征收其他税收。但是考虑到国情，目

前中国政府对于钢材出口实施小众产品差异化征收关税，对部分钢材出口进行差别化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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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本次钢材出口关税再度下调作为 2017年政策的再度延伸，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

作为 WTO成员国，中国逐步取消钢材出口关税符合国际惯例。另外，由于国内钢铁产品结

构并不合理，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小，通过先行征收增值税，出口时差别化退税政策有助于

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升级，但准确甄别高附加值产品需要更为合适的鉴别方式，从而才能

避免企业钻政策漏洞，保证政策的初衷意愿。（来源：财政部关税司） 

点评：取消钢材等产品的出口关税，一方面更加符合作为 WTO 成员国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能

够促进钢铁出口，进一步缓解产能过剩现状。 

要闻 3：“地条钢”全面出清列入工信部十件大事 

近日工信部公布 2017年十件大事：“中国制造 2025”全面实施取得新成就；手机国内

长途和漫游费全面取消；国产大飞机 C919 成功首飞；工业互联网助推先进制造业发展；

4G(TD-LTE)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颁布；“双积分政策”

助力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扩大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钢铁行业毒瘤“地条钢”

全面出清；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取得阶段成果。 

2017年是钢铁去产能攻坚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狠

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加强督查检查，强化负面警示，加大问责力度，超额完成全年 5,000

万吨钢铁去产能政府目标任务。 

集中力量取缔困扰行业发展多年的痼疾“地条钢”，实现 1.4亿吨“地条钢”全面出清，

有效扭转钢铁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来源：中国冶金报-中国钢铁新闻网） 

点评：行业公平竞争秩序逐步形成、供需关系明显改善、企业效益大幅提升，为促进钢铁行业进

一步发展、转型升级打下良好基础。 

要闻 4：国资委：加快煤电钢铁等领域重组 

6 月 2 日，国资委召开国企改革吹风会，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表示，中央企业混改

速度明显加快。下一步，将沿三路径加快深度调整重组步伐，稳妥推进煤电、重型装备制

造、钢铁等领域重组，争取年内调整到百家以内。 

12月 8 日，针对国资委对央企重组有哪些具体的打算、下一步重点会在哪些领域推动

重组问题，国资委在互动交流平台上回复称，仍要坚持成熟一户、重组一户的原则。要聚

焦重点领域搞重组，加快推进煤电行业、重型制造装备行业、钢铁行业等领域的重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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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要积极地探索境外资产整合，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 

近三年来，中央企业的重组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从方向上看，坚持服务国家战略，

更好地完成了央企所承担的使命责任。从布局上看，坚决落实化解产能过剩等产业结构调

整的要求。从效果上看，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转型升级，提高了效率和效益。比如宝

钢和武钢重组之后，就可以从更广的范围统筹考虑产能布局，大大减少了重复建设和重复

投资，重组后压减过剩的钢铁产能近千万吨。（来源：中国证券报） 

点评：钢铁行业是更易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行业，重组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三、本期企业动态 

鞍钢集团在高强度汽车用钢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用钢制造能力

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进一步巩固了鞍钢集团在国内汽车用钢制造

领域的领先地位；*ST 重钢公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方案，

债转股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抵偿部分债务，降低资产负债率，并在一

定程度弥补债权人损失。 

(一) 技术创新 

鞍钢集团（正面） 

12月 18日，全球首卷第三代超高强汽车用钢 QP1400在鞍钢神钢冷轧高强汽车板公司

成功下线，经检验各项力学指标均符合要求。该产品的成功试制，意味着鞍钢汽车用钢制

造能力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进一步巩固了鞍钢在国内汽车用钢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汽车用钢作为钢材产品中的高端产品，其生产能力是衡量钢铁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

志，国内众多钢铁企业虽然均可生产汽车用钢，但生产技术与全球一流企业相比尚有一定

差距。国内新一代高性能汽车用钢依然依赖进口。2011年底，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汽车与

家电用钢研究所成立了新一代高性能汽车用钢研发团队，与鞍钢股份炼钢总厂、热轧带钢

厂、冷轧厂等人员联合开展第三代汽车用钢“超高强度 QP钢开发”课题的研发工作，并于

2013年成功试制 QP980，使鞍钢成为全球极少数具备 QP钢批量供货能力的钢铁企业。（资

料来源：证券时报） 

 



                                          监测月报| 页 6 /6 

 

(二) 破产重组 

重庆钢铁（正面） 

12月 23日，*ST重钢公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方案，拟按照每 10股转增 11.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4,482,579,687股 A股股票，转增后，重庆

钢铁总股本由 4,436,022,580股增加至 8,918,602,267股，新增股份作价 3.68元抵偿债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不向股东分配，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规定分配给债权人以

抵偿公司债务，转增的股份直接划至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 

根据调整后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后，重庆钢铁股票除权参考价格为 2.15元/股。按照 3.68元/股的抵债价格计算，重钢债

转股预计抵偿债务约 165亿元，按照此前总资产 367亿元、总负债 377亿元计算；转增完

成后总负债或降至约 212亿元，负债率约 57.77%，普通债权清偿比例约 58.84%。就当前债

务重组结果看，公司自身经营有望好转、原股东权益未被稀释、债权人当前承受了一定损

失但未来有望通过股市获得补偿。（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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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