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 2019 年信用风险展望
环保高压促结构优化 需求增长保盈利稳定
行业营业收入增速、毛利率及销售利润率走势

需求：得益于基建领域补短板力度加大及工
程机械行业高速发展，钢材需求将稳中有
增。

供给：产业结构优化将成为行业调整重点，
钢材供给将保持稳定。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行业存续债到期年度分布

价格：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钢价将小幅
增长。

原材料：铁矿石价格将保持平稳，焦炭价格
增幅将有所下降，废钢价格增长空间有限。

经营：2019 年行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将略有增
长，资产负债率将保持下降趋势。

行业负债率及流动性走势图

债务负担：钢铁行业以短期为主的债务融资
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2019 年钢企到期债务
占存续债比重较高，短期偿付压力集中。

信用质量：钢铁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
定。

作者
大公钢铁行业小组
负责人：于鸣宇 张玥 徐欣
客服电话：4008-84-4008
Email
：rating@dagongcredit.com

1/9

信用风险展望 |钢铁行业

概要
市场机制扭曲导致我国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2008 年金融危
机爆发使原本依靠出口拉动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为
解决以上问题，2016 年国家开始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随着政策效
果的逐渐显现，2017 年我国主要钢材价格一路走高，钢企盈利和偿
债能力明显好转。2018 年，得益于钢铁总量去产能任务的基本完成
以及下游行业需求的整体稳定，钢铁市场供需仍维持紧平衡状态，钢
价高位震荡，钢铁企业利润总额大幅增长；但钢铁行业仍保持较大规
模债务存量且以短期债务为主的债务融资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行业
短期偿付压力较大。行业整体信用利差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行业内
不同级别企业利差分化明显，部分企业仍面临较高融资成本。
得益于国家加大基建领域补短板力度以及工程机械行业高速发
展，预计 2019 年钢材需求稳中有增。常规化从严环保政策将是未来
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手段，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产能利用率提升和落
后产能的退出，预计钢材供给将保持稳定。在供需共同影响下，未来
钢价将小幅增长，不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 2019 年行业收入略有上
升，同时考虑到企业环保投入增加以及原材料价格走势，预计整体盈
利水平亦将有所增长但增幅收窄，钢铁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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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钢铁下游行业用钢需求将稳中有增；政策收紧使房地产用
钢需求不足；基建用钢将保持增长但增幅有限；工程机械行业高速发
展或对钢材需求形成有力支撑。
2018 年 1～10 月，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7.21 亿吨，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其中钢材进口量 0.11 亿吨，近两年我国对进口钢材依
赖度整体很小，钢材进口量占钢材表观消费量比重始终保持在 1%左
右。钢材下游需求主要包括房地产、基建、机械、汽车、家电、船舶
等，其中房地产、基建和机械是最主要的三大用钢领域。
从房地产行业来看，随着棚改逐步完成，国开行收紧棚改项目审
批、收缩抵押补充贷款，2018 年 1～10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
金额增速同比均继续下降，其中销售面积同比增速降为一位数。此番
收紧的楼市政策导致地产去库存效果显著，2017 年以来地产库存持
续负增长，于 2018 年 2 月降到历史最低点。出于补库需求，2018 年
1～10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提高 1.90 个百分点，但此次投
资增长主要来源于土地购置成本的增加，剔除土地成本因素，2018
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具体来看，2018 年 1～
10 月,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增速同比提升 10.70 个百分点；施工面积增
速同比略有提升；但资金面收紧下的房企高周转模式使竣工面积同比
下降 12.50%（2017 年同比数据为 0.60%），新开工面积增速提升有
利于支撑短期钢材需求，但竣工面积的下降又削弱建安环节钢材需求，
整体来看，房地产投资对钢材需求不足。
从基建行业来看，受 2017 年以来政府接连发布资管新规、PPP
项目清理等清理地方隐性债务、去杠杆政策负面影响，作为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重要来源，基建行业融资渠道受限，2018 年我国基建投资
（不含电力）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由 2017 年两位数下降为一位数，
对钢铁需求造成不利影响。
从机械行业来看，2018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速，
对钢材需求提供强有力支撑。从汽车行业来看，2018 年 1～10 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双双下降，对钢铁的需求增长或不明显，但新能
源汽车表现亮眼，其产销量同比均大幅增长，对钢材需求构成一定支
撑。从家电行业来看，2018 年我国主要家用电器呈现不同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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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空调和彩电产量增幅维持在两位数水平，洗衣机和冰箱增速有所
趋缓，对钢材整体需求基本稳定。从船舶行业来看，2018 年以来，
我国造船完工量不断增加，带动宽厚板销售。
2019 年，预计钢铁下游行业用钢需求将稳中有增，用钢需求将
主要来自于机械行业。具体来看：房地产现阶段投资增长主要来源于
补库需求，若 2019 年棚改货币化政策逐步取消，投资热情将有所下
滑，同时房企海外融资限制等信贷政策若进一步强化，将不利于商品
房销售和房企资金回笼以及后续拿地和开工，最终导致钢材需求进一
步下滑。基建方面，2018 年 10 月国家加大基建领域补短板力度，预
计中西部区高铁投建、城市内轨道建设的发力将利好钢材需求，但现
有规模较大的地方存量债务或导致未来发债空间有限，预计 2019 年
基建投资对钢材需求将有所增长，但增幅有限。基于环保压力下设备
的更新换代、国家基建投资的加大、“一带一路”对产品出口的拉动
的考虑，预计 2019 年工程机械行业仍将保持较高速发展，对钢材需
求形成有力支撑。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取
消导致国内汽车需求减少，叠加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不合规
车辆运输车的更新退出对汽车需求的增加，预计 2019 年汽车行业对
钢材需求基本保持稳定。家电作为成熟行业，预计 2019 年的用钢需
求将保持稳定。2018 年以来，船舶行业期末在手订单波动下降，船
舶行业依然疲软，2019 年造船行业转暖可能性较低，造船用钢需求
难以回升。
钢铁总量去产能任务基本完成，预计2019年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
行业发展重点；结构优化有利于产能利用率提升和落后产能的退出，
预计钢材供给将保持稳定，结合需求因素，未来钢价将保持小幅增长。
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自 2016 年起开始加快推进钢铁行业
供给侧改革。截至 2018 年 10 月末，钢铁行业已化解产能约 1.40 亿
吨，其中 2018 年已完成当年 3,000 万吨产能削减任务的 80%，基本
实现“十三五”期间压减粗钢产能 1～1.50 亿吨的计划目标，同时伴
随着 1.40 亿吨“地条钢”产能于 2017 年的彻底出清，钢铁行业已实
现首轮落后、低效、重污染产能的退出。预计伴随 2018 年去产能任
务完成，
钢铁年产能或将由 2015 年的 12.00 亿吨下降为 10.50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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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去产能效果的逐步显现及下游行业对钢材需求的整体稳定，
2018 年我国钢材价格延续了 2017 年上涨趋势，处于高位震荡，但相
较 2017 年钢价波动更为稳定；2018 年 10 月末，钢铁协会 CSPI 中国
钢材价格指数为 121.72 点，同比增长 4.97%，较年初下降 0.07%，其
中 CSPI 长材指数为 131.93 点，同比增长 9.85%，较年初增长 4.25%；
CSPI 板材指数为 114.59 点，同比增长 0.93%，较年初下降 2.15%。
2018 年 10 月，我国钢材库存 1,242.62 万吨，同比下降 6.53%，处于
2015 年以来相对较低水平。结合钢材库存和价格来看，我国钢材供
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图 1 2017 年以来主要钢材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
见稿)》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环保政策不断趋严。环保政策主要分为
两类：一是为避免采暖季集中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而采取的阶段性限产
政策，其中 2018 年错峰生产更加灵活，利好环保达标以上钢企；二
是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快落后产能淘汰，进一步优化产能结构。
总体来看，钢铁总量去产能任务基本完成，预计 2019 年重点将
是调整产业结构，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环保压力加大将迫使一
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同时产能结构的优化将有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综合来看，2019 年钢材供给将基本保持稳定，考虑到需求因素，预
计未来钢价将保持小幅增长。
2019年，结合进口铁矿石和钢材价格走势，铁矿石价格整体将保
持平稳，焦炭价格增幅将有所下降；随着废钢高价对成本优势的削弱，
预计废钢价格增长空间有限。
钢铁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铁矿石、焦炭、废钢等。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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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铁矿石价格整体较为平稳，受国外矿山产能释放以及国内矿石
开采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国产矿石价格始终高于进口矿石价格；焦
炭价格处于波动增长态势，2018 年 1～10 月，焦炭平均价格为
2,089.87 元/吨，同比增长 15.61%；2017 年以来，随着地条钢产能
的退出，其主要原材料废钢逐渐失去原有供应市场，但低价废钢刺激
钢铁企业进行短流程生产，由此废钢价格被不断推升，2018 年基本
围绕 2,500 元/吨上下波动。
2018 年环保高压限产、环保督查趋严，未来环保政策将是淘汰
落后产能的重要手段，随着环保政策的常态化，预计 2019 年国内铁
矿石和焦炭供给量将略有下滑，结合进口铁矿石和钢材价格走势，铁
矿石价格整体将保持平稳，焦炭价格将保持增长但涨幅将有所下降。
目前国内电炉炼钢比例较低且电炉炼钢需求较低，现有钢企对废钢的
需求主要源于其低成本优势，随着废钢的高价格对成本优势的削弱，
预计 2019 年废钢价格增长空间有限。
2019年钢铁行业总体收入及利润总额将略有增长，同时行业资产
负债率将保持下降趋势。
2018 年 1～9 月，钢材价格高位振荡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行业盈利能力继续提升，其中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60%，利
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 71.10%，但相比钢材价格大幅上涨的 2017 年，
二者增速同比分别下滑 7.20 个百分点和 47.40 个百分点。同期，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资产负债率波动下滑，从年初 65.16%下
降至 9 月末的 63.68%，整体低于 2017 年水平。
图 2 钢铁行业收入、利润及资产负债率同比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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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19 年，钢材需求和价格的稳中有增将导致行业收入略有
上升，同时考虑到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以及原材料价格走势，预计整
体盈利水平亦将有所增长但增幅将继续收窄。受降杠杆政策持续实施
影响，行业资产负债率将小幅下降。
2018年钢铁企业级别延续2017年上行态势，但调级企业数量较
2017年有所收缩。
从发债主体级别来看，2018 年 1～10 月，发债主体级别均在 AA
以上，AAA 占比为 68.42%。
表 1 2018 以来钢铁行业发债企业的主体级别及展望调整情况
调整前
序
调整
调整
企业名称
调整日期 评级机构
号
内容
方向 级别 展望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 2018-01
1
大公资信
级别 上调
AA
稳定
有限责任公司
-11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 2018-04
2
中诚信证评 级别 上调 AA- 稳定
公司
-1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2018-04
3
上海新世纪 级别 上调
AA
稳定
公司
-13
2018-05
联合资信
AA+ 稳定
-11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
4
级别 上调
限公司
2018-05
中诚信信评
AA+ 稳定
-14
马钢(集团)控股有 2018-06
5
中诚信信评 级别 上调 AA+ 稳定
限公司
-15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 2018-07
6
联合资信
级别 上调 AA+ 稳定
份有限公司
-13
新疆金特钢铁股份 2018-05
7
鹏元资信
级别 下调
B负面
有限公司
-21

调整后
级别

展望

AA+

稳定

AA

稳定

AA+

稳定

AAA

稳定

AAA

稳定

AAA

稳定

AAA

稳定

CC

负面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级别调整方面，钢铁企业级别整体延续 2017 年上行态势，但调
级企业数量较 2017 年有所收缩。截至 2018 年 10 月末，钢铁行业共
有 7 家企业级别调整，其中 6 家企业级别上调，1 家企业级别下调；
级别上调主要源于供给侧改革引起钢价上涨，从而带动企业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同 2017 年调级主因相似，基本得益于行业利好，此外还
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实际控制人支持、
资本结构优化、环保投入增加等因素；级别下调企业为新疆金特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下调原因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恶化、资不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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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0月，钢铁行业信用利差相较其他行业处于较低水平，
但行业内不同级别企业利差分化明显，部分企业仍面临较高融资成
本。
2018 年 1～10 月，钢铁行业平均信用利差为 120.63 BP，相较于
轻工制造、纺织服装、房地产等行业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在大部分
行业利差同比走扩的同时，钢铁行业平均利差反而略有收窄。整体来
看，行业融资成本有所下滑。
图 3 平均信用利差分行业情况（单位：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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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8 年 1～10 月，钢铁行业信用利差整体较为平稳，其中 AAA
级发债企业利差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并与后者同趋势变化，二者差额
较 2017 年有所收窄；AA+级发债企业利差波动上升，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且波动浮动较 2017 年整体上升 50BP。整体来看，行业内不同级
别企业信用利差分化明显，AA+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仍较高。
图 4 2018 年 1～10 月钢铁行业利差走势（单位：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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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展望 |钢铁行业

以短期为主的债务融资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钢铁行业仍保持较
大规模债务存量，且存续债主要集中分布于少数几家钢铁企业，需关
注行业短期偿付压力和个别企业偿债风险。
2018 年 1～10 月，钢铁企业债券发行总额 1,927.65 亿元，受超
短融和公司债发行规模增长影响，其同比大幅增长 32.76%，较 2017
年全年增长 9.71%。同期，超短融、短融、中票和公司债占债券发行
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46.17%、13.49%、21.53%和 16.84%，债务期限结
构整体变动不大。钢铁作为强周期性行业，为规避周期性波动风险，
投资人对债券期限的认可仍以短期为主。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六家国
企公司债的发行，推升公司债绝对发行规模和相对占比均有所提升。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钢铁企业存续债券规模 3,721.62 亿元，
同比增长 13.83%，较 2017 年末增长 8.95%,钢铁行业债券存续规模较
大且债务压力有所提升。同期，钢铁企业存续债券主要集中于 2019～
2021 年到期，各年份到期债券规模占存续债券总规模的比重分别约
为 36.14%、23.70%和 21.30%，短期偿付压力集中；从单个企业看，
存续债券主要集中在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集团”）三家企业，其存续债券规
模分别为 830.00 亿元、720.00 亿元和 412.74 亿元，合计为 1,962.74
亿元，占存续债券总额的比重为 52.74%，这三家企业存续债一年内
到期的占比分别为 30.12%、37.50%和 67.81%，其中山钢集团短期集
中偿付压力最大，其偿债风险需加以关注。
预计 2019 年，钢价将保持小幅增长，不会出现大幅下滑，钢铁
行业盈利将保持小幅增长，钢铁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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