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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4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5.00亿元，3 只

债券未经债项信用评级，已评级的 1只债券债项信用等

级为 A-1；本期 1家钢铁企业信用级别上调。 

行业 

 工信部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地条钢”产能等不得用于置换 

点评：产能置换新规政策的出台有助于促进钢铁产能规模的

下降，产量将保持稳定；此外，电炉发展成为新政策中亮点。 

 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会议召开 

点评：2018 年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深化之年，会议的召

开有助于防范“地条钢”的死灰复燃，进一步巩固化解钢铁

过剩产能成果。 

 我国将加严“2+26”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点评：部分钢企由于环保不达标将直接被取缔或限制生产，

环保成本加大、行业门槛提高将倒逼竞争力较差的企业退出

市场，有利于行业优胜劣汰，促进行业集中度提升。 

企业 

 宝钢股份发布新三年成本削减目标：2018～2020

年成本削减 100 亿元，挑战 130 亿元 

点评：宝钢股份圆满完成第一轮成本削减目标，并发布新一

轮成本削减目标，未来在成本竞争力方面将有进一步的提升。 

 较多钢铁企业业绩转好，华菱钢铁预计实现上市以

来年度最优业绩 

点评：在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政策下，钢铁行业供需关系明

显改善，市场竞争回归良性，钢铁行业经营业绩好转，华菱

钢铁通过自身改革及技术升级，业绩扭亏为盈，实现上市以

来最优业绩。 

 

钢铁行业监测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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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4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5.00 亿元，3 只债券未经债

项信用评级，已评级的 1只债券债项信用等级为 A-1。 

（一） 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钢铁行业新发 4只债券，发行总额达 65.00亿元，发行债券类别为超短期融资债

券和短期融资债券。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钢铁 65.00 4 超短期融资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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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只债券，债券期限均在 1年及 1年以内，发行方式均为公募发行，债券类

别来看，为短期融资债券和超短期融资债券，3 只债券未经债项信用评级，已评级的 1 只

债券债项信用等级为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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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河钢集 CP001 20.00 1.00 5.37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1 中诚信国际 

18 鲁钢铁 SCP002 15.00 0.74 5.79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8 鲁钢铁 SCP001 15.00 0.74 5.8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8 河钢集 SCP001 15.00 0.49 5.24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三） 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有 1家钢铁企业涉及级别变动，为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主体级别

由 AA上调至 AA+，评级展望保持稳定。 

表 3  本期钢铁企业级别变动情况 

企业 调级日期 评级机构 调整内容 调整方向 调整前 调整后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8.01.11 大公 级别 上调 AA/稳定 AA+/稳定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监测月报| 页 3 /7 

二、本期行业要闻 

 钢铁行业 

工信部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地条钢”产

能等不得用于置换；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会议召开；我国将加

严“2+26”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要闻 1：工信部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地条钢”产能

等不得用于置换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8年 1月 8日印发了《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自 1月 1日起实施。《办法》指出，要求列入钢铁去产能任务的产能、享受奖补资金和政策

支持的退出产能、“地条钢”产能等不得用于置换。位于国家规定的环境敏感地区，钢铁产

能每建设 1吨须关停退出 1.25吨产能，水泥熟料建设项目每建设 1吨产能须关停退出 1.5

吨产能。 

新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出台主要延续了 2015年制定的《部分产能严重

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同时政策的出台主要纠偏一些地区对于产能置换细节指定不

清而导致的一些置换项目存在未来产能新增的隐患，所以政策对可以参与置换的产能范围、

置换比例、承接产能置换的地区、审批流程、具体实施过程、相应责任处理等均有详细要

求，已经核准备案但未公告产能置换的拟建、在建项目，需要尽快补充公告产能置换方案，

这对当下一些地区项目可能存在产能置换过程中潜在产能新增的状况有了很好的纠偏，巩

固了现有的去产能成果。 

从置换比例上来看，新政策规定钢铁企业内部退出转炉置换电炉可实行等量置换，相

对于高炉-转炉减量置换来讲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目的。（资料来源：工信部） 

点评：产能置换新规政策的出台有助于促进钢铁产能规模的下降，产量将保持稳定；此

外，电炉发展成为新政策中亮点。 

要闻 2：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会议召开 

2018年 1月 22日，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召开严防“地

条钢”死灰复燃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防范

“地条钢”死灰复燃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通报了黑龙江、吉林两省对近期发现的顶风违

法建设生产“地条钢”案件的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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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来的集中整治，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地条钢”产能得到有效取缔。但由

于“地条钢”生产工艺简单、隐蔽性较强，特别是随着钢材价格回升，获利空间加大，近

期个别地区出现了顶风新上“地条钢”企业（加工点）事件，反映出防范“地条钢”死灰

复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各地区要针对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研究提出进一步的工作重点和具体安排，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本地区全覆盖、无死角的大

排查，加强对用电量异常企业的监测，消除“地条钢”死灰复燃的隐患。对大排查中发现

的“地条钢”企业（加工点），各地区要严肃核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惩处相关企业，严

厉追究有关方面及相关人员的责任，不得姑息。各地区要继续将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

要抓手，科学确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严禁新增产能，防范“地条

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的过剩产能复产，妥善安置职工，做好债务处置，大力推进兼并重

组，将钢铁行业质量和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资料来源：工信部） 

点评：2018 年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深化之年，会议的召开有助于防范“地条钢”的

死灰复燃，进一步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 

要闻 3：我国将加严“2+26”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环境保护部 19日发布公告，为加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我国将

在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公告提出，新建项目中，对国家排放标准中已规定特别排放限值的行业以及锅炉，自 

2018年 3月 1日起，新受理环评的建设项目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对现有企业，国家排放标

准中已有相关规定的行业中，火电、钢铁、石化、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泥行业现

有企业以及在用锅炉，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2+26”城市现有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达到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逾期仍达不到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责令企业改正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经批准后可责令停业、关闭。 

    相较于 2013年《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中提到的城市，新增了河

北省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山西省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宁、德州、聊城、

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 19 座城市。同时，

对于钢铁烧结、球团工业、炼铁工业、炼钢工业、轧钢工业均要求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此外，惩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对于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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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将责令停业、关闭。（资料来源：新华网） 

点评：部分钢企由于环保不达标将直接被取缔或限制生产，环保成本加大、行业门槛提

高将倒逼竞争力较差的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行业优胜劣汰，促进行业集中度提升。  

三、本期企业动态 

宝钢股份发布新三年成本削减目标：2018～2020 年成本削减

100 亿元，挑战 130 亿元；较多钢铁企业业绩转好，华菱钢铁预计

实现上市以来年度最优业绩。 

(一) 成本变革 

宝钢股份（正面） 

1月 22日，宝钢股份在新三年成本变革推进会上发布新三年成本削减目标：2018～2020

年成本削减 100亿元，挑战 130亿元。这是宝钢股份继 2016年启动第一轮成本削减三年规

划后，在增加了东山基地、青山基地、武钢激光拼焊和托管单元的基础上，在成本变革上

的再次发力。 

据统计，宝钢股份第一轮成本削减规划中，定比 2015 年公司三年成本削减预计 186

亿元，完成规划目标的 107%。宝钢股份新三年成本削减规划中，未来三年定比 2017 年挑

战目标分别为：23 亿元、47 亿元、61 亿元，并首次将四个钢铁制造基地按照“制铁所”

模式统筹规划管理，同时为体现精细化管理，制造成本、销管费用、财务费用分别设置目

标。宝钢股份将继续围绕“变革驱动”“管理降本”“协同降本”“技术降本”和“经济运行”

五个维度开展成本削减推进工作，推动信息系统、绩效设计、监督机制和培训等相关工作

的有序开展，实现新一轮成本竞争力的提升。（资料来源：中国宝武新闻中心） 

 

(二) 业绩预增 

华菱钢铁（正面） 

1月 30日，多家钢铁企业发布业绩预增公告，其中*ST华菱公告预计实现上市以来年

度最优业绩：2017年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亿元～42亿元，上年同期

亏损 10.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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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如此优异业绩，主要取决于：2017 年供给侧改革深化叠加彻底取缔“地条钢”，

钢铁市场供需关系明显改善，市场竞争回归良性，钢铁行业经营形势好转。公司加大产品

结构调整力度，2017 年板材下游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盈利回暖，公司将产品布局从造船、

钢管等低迷行业调整至景气产业，板材吨钢盈利的不断提升使公司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公

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支持力度较大，2017 年 11 月，湖南省国资委将阳春新钢铁无偿划转

给公司，阳春新钢铁具备年产钢材 280万吨的生产能力，以建筑用材为主，紧邻高速和港

口，2017 年前三季度阳春新钢铁实现净利润 4.88 亿元，差异化有助于形成互补优势，将

对华菱钢铁业绩产生明显的增厚效应。公司借助安赛乐米塔尔的技术优势，汽车板板块开

始扭亏为盈，目前已顺利通过 18 家汽车厂商的产品质量认证，距离年产量 150 万吨的达

产产量仍存在一定的空间，未来随着汽车板公司不断放量，达到规模经济，将成为公司主

要盈利点之一。（资料来源：中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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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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