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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与铝产业发展比较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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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常认为钢铁产业和铝产业同属资源类密切相关的两个产业，
两者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近年铁矿石价格
持续上涨，对我国钢铁产业造成重大冲击，引发各界高度关注，而铝土矿的价格波动幅度与铁矿石完全不
同。本文在对钢铁和铝产业进行产业组织学对比研究基础上，
提出了产业自驱力概念。研究认为：
我国钢
铁产业和铝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全程产业价值链和市场消费结构，
由铝产业中获得
的启示是钢铁产业中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在“二元产业组织结构”中应当积极充当龙头企业，
构建完整的产
业链，
在产业链中不断向上游和下游拓展，
为整个行业发挥“稳定器”作用；
钢铁产业应将矿山企业和钢铁
消费端（铁路建设、
房地产、
汽车、
与钢铁有关的制造业等）纳入钢铁全程产业价值链之内，
重塑新空间区位
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
提升我国企业在铁矿石市场定价的话语权，
促进钢铁产业自驱力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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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期铁矿石上演了“疯狂的石头”（图 1）并引
发 全 球 关 注。2020 年 铁 矿 石 以 49.88% 的 年 涨 幅
加冕“商品之王”（王兴芬和刘昌昊，2021）。2021
年 5 月 10 日，全球铁矿石期货价格更是飙升到每吨
226 美元以上，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累计涨幅达到约
40%。
在我国“十四五”规划中，铁矿被列为了战略性
矿产，其资源安全保障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铁
矿石供应量与钢铁产业密切正相关，铁矿石价格的
大幅上涨，对中国钢铁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由于近
些年我国制造业需求强劲，每年都需要从海外进口
大量铁矿石，到岸铁矿石价格上涨对钢铁相关产业
集群带来了市场的高成本传导效应。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铁矿石买家，但我国在
国际铁矿石贸易定价权中话语权很弱，多年来主要
看海外机构的定价基准——铁矿石普氏指数和三
大矿企（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在中国铁矿

石对外依存度高、定价权缺失的情况下，进口铁矿
石价格大幅攀升，中国钢铁工业为此支付了更多的
购买成本。如何应对国际铁矿石寡头垄断的畸形
市场，以铁矿石安全供应为切入点，探索我国在“碳
达峰”和“碳中和”发展进程中，高耗能的资源产业
安全发展，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产业组织学和发
展战略问题。
从产业经济学看，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
的政府调控、企业的自主地位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主
要因素（杨公仆，2005）。我国政府建立的宏观调控
与市场调节功能结合的“二元产业组织结构”发挥
2007），在从混合投
了积极作用（方维萱和武音茜，
资体制（国家投资 + 投资机构投资 + 企业投资 + 私
人投资 + 管理团队投资）向现代投资体制（社会资
本招募+资本市场融资+管理团队投资等）
（方维萱，
2008a）发展过程中，在市场资源配置为主导下，如
何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地位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
课题。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研发与创新、产业集
群等角度进行产业经济学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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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微观产业经济规律。

径等相关产业经济建议。

与铁矿石一样，我国同样是世界上最大铝土
矿买家，每年也从几内亚、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进
口大量的铝土矿，消费量也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
但铝土矿的价格波动幅度相比铁矿石却平稳得多
（图 1）。铝产业和钢铁产业一样与实体经济密切相
关，具有极强的周期性，是相似的两个行业。方维
萱（2008b）认为“一个国家（地区）产业的竞争优
势取决于其产业链各节点价值增值的差异，高附加
值、不可替代与复制技术专利权及产品是产品定价
机制中关键性因素和定价权，钢铁和铝产业价值链
的平衡关系具有相似结构”，因此，本文选取钢铁产
业和铁矿石、铝产业和铝土矿进行产业经济学比较

1
1.1

我国钢铁和铝产业的诸多相似性
钢铁和铝产业的生产流程相似性
钢铁的产业链如图 2 所示：大致是在开采铁矿

石基础上，经过炼铁、炼钢、铸轧等过程生产出钢铁
产品，以满足下游进一步生产加工需要。铝的产业
链如图 3 所示：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原铝）—
铝材，或者再生铝—铝材。从生产流程上看钢铁和
铝都是经过了矿山→选矿→冶炼→成材的这一生
产流程，二者相似。

1.2

供需结构的相似性

研究，提出了产业自驱力新概念，经过对钢铁和铝

钢铁和铝产业从供需结构来看，主要具有以

产业进行产业组织学比较研究认为，钢铁和铝产业

下相似性：
（1）钢铁和铝的全球矿石资源分布不

发展具有相似性，产业自驱力不同可能是导致差异
性的关键，提出钢铁产业以产业集群发展为引导理

均。全球铁矿石资源储量大，但分布不均，澳大利
亚、巴西、俄罗斯铁矿石储量较高，分别为 240 亿 t、

念，以新空间区位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新路

120 亿 t、140 亿 t，合 计 占 比 58.82%。 世 界 四 大 矿

图1

铁矿石、铝土矿近年价格趋势图

（数据来源：S&P 标普数据库、上海有色金属金属网，2020 年 7 月）

图2

钢铁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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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和 FMG 的铁矿石产
量占比全球产量过半，具有绝对寡头垄断市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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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国铁和铝矿石安全性与控制力的差异

2.1.1

构和格局。全球铝土矿资源几内亚、澳大利亚、越
南、牙买加储量较高，合计占比 65.6%；全球铝土矿

2021 年

铁矿石安全性与控制力
2.1.1.1

对外依存度

随着我国粗钢产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的铁矿石

前十大企业 2017 年的产量占比 50.67%。（2）中国
钢铁和铝资源矿石品质均不佳，导致矿石资源均

进口量从 2011 年到 2017 年逐步增加，从 2017 年到

主要依赖进口。国内铁矿石贫矿多，贫矿储量占
总储量的 80%；且多元素共生的复合矿石较多，矿

外依存度从 2011 年的 65.60% 逐步达到 2016 年的最

2020 年总体保持在高位运行（表 1）。铁矿石的对

体复杂。国内铝土矿的冶炼难度大（许斌，2018）。

高峰值 89.29%，此后一直保持在 80% 以上。中国的

世界铝土矿按照冶炼的难度由低到高：三水铝石

铁矿石进口量占到了世界进口总量的 1/3。进口来

型、一水软铝石型和一水硬铝石型，而中国的铝土
矿以第三种为主（吴荣庆，2013），需要在高温高压

源国主要有澳大利亚和巴西，此外还有南非、印度、

条件下才能溶出，使用国内矿的企业生产成本高。

亚进口占比超过 60%，巴西占比在 20% 左右，其它

乌克兰、秘鲁、伊朗和加拿大等国家，其中从澳大利
国家占比相对较小。

（3）产业链下游需求较高。从下游需求观察，房地

由于我国是世界第一钢铁大国，每年消耗的

产、基建等相关的建筑行业对钢铁的需求最高，合
计超过 50%，建筑业的需求主要为长材；其次为机

铁矿石约占全世界产量的 75%，而国内的铁矿石

械与汽车行业，对钢铁的主要需求为板材。铝产

供应严重不足且品位较低，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

业主要反映在建筑、交通、电力、机械等领域，其中

48.82%，中国铁矿石品位仅 34.29%，所以我国铁矿

建筑、交通仍然占比最高。

石对外的依存度还将长期维持在高位。

2

2.1.1.2

我国钢铁和铝产业发展差异性

海外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2006—2018 年中国各类企业参
与了 32 个大型海外铁矿项目的勘探、设计和建设。

从产业组织学上看，钢铁和铝产业具有很大的
相似性，但也存在着差异性，尤其在我国经过了几

目前我国在境外掌控的权益铁矿石资源量超过 240

十年的高速发展，钢铁和铝产业在资源安全性、资

亿 t，但权益矿年产量仅为 1.6 亿 t，有效权益矿占进

源控制力、产业链构成和企业构成方面发生了不同

口矿总量比重仅为 11%；且海外项目多为 2009 年之

的走向。

前的合作项目，
“十三五”期间，境外矿产资源生产

图3
表1

铝产业链示意图

2011—2020 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铁矿石进口量 / 亿 t

6.86

6.99

8.19

9.38

9.53

10.24

10.75

10.64

10.69

11.70

粗钢产量 / 亿 t

6.95

7.17

7.79

8.23

8.04

8.08

8.32

9.28

9.96

10.65

铁矿石对外依存度 /%

65.60

68.50

70.08

79.51

83.57

89.29

87.50

88.7

80

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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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进展比较缓慢（秦洁璇和吕振华，2019）。
中国海外投资铁矿主要集中在西澳大利亚、加拿大
魁北克省和西非 3 个地区，其中在铁矿石品位高、资
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合作项目共有 13 项，几乎占全
部海外项目的一半。总体来看，海外矿山布局能力
一般。投资内容上，大多数企业以控股、参股的形
式获取探矿权和采矿权，或者获得包销矿权。部分
矿业项目为绿地项目，矿山建设及开采条件不够成
熟，项目滞后。值得一提的是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
因其高品位和高储量而为世界广泛关注，该矿已控
制和推断的铁矿石储量超过 22.5 亿 t，项目总资源量
可能高达 50 亿 t，矿石品位介于 66%~67%，分为北
矿段和南矿段，南矿段的开采权由力拓和中方联合
体控制，2019 年以山东魏桥为首的赢联盟获得了北
矿段的开采权。但该矿前期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矿
产开发尚需时间。
2.1.1.3 国际市场掌控力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贸易量 65% 以上，
近年来，中国在指数定价机制方面也做出了大量贡
献，积极推出 CIOPI 指数、Mysteel 指数等国内指数，
积极提倡混合指数定价模式，但对铁矿石的定价权
仍缺乏影响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石消
费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下游钢铁生产虽然从需
求角度对铁矿石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但从供应来
看，澳大利亚、巴西作为全球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国，
两国铁矿石出口量占到全球铁矿石总出口量的
74.2%，从供应侧对全球铁矿石市场价格的影响更
大、更为明显，高度垄断的供应格局难以改观。总
体来看，中国的铁矿石国际市场掌控力较弱。
我国铁矿资源保障能力处于较弱水平，铁矿资
源安全性凸显，已影响到钢铁产业安全，并对国民
经济整体安全造成重要影响，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
重视，如中钢协针对铁矿石价格波动发布了钢铁产
业自律倡议书；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
发言人金贤东日前表示，中国将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表2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铁矿石供给。
2.1.2 铝矿石资源的安全性与控制力
2.1.2.1 对外依存度
2020 年在全球占比
我国电解铝产量全球最大，
57.1%；同时我国铝消费也是全球最大，
2020 年全球
占比 60.4%。从表 2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原铝（电解
铝）产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的铝土矿进口量从 2011
年到 2013 年逐步增加，并达到一个小高峰（7022 万
t），在 2014 年有所下降，但从 2014 年到 2020 年又快
速增加到 1 亿多吨。从铝土矿的对外依存度来看，
从 2011—2017 年呈波状分布，但从 2018 年到 2020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基本维持在 40% 左右。所
有铝土矿进口国中，中国的铝土矿进口量占到了世
界总进口量的 59%。铝土矿进口国来源主要有几
内亚、澳大利亚、印尼、巴西、所罗门、牙买加、印度、
马来西亚、加纳等，此外还有越南、斐济、土耳其、黑
山、圭亚那、多米尼加、塞拉利昂等国家。其中几内
亚、澳大利亚、印尼三个国家在我国铝土矿进口占
比中超过 90%。由于我国铝土矿资源的供应不足，
未来 15 年铝土矿资源对外依存度预计仍将维持在
目前水平。
2.1.2.2 海外布局
海外铝土矿矿山布局缓解了对外依存度高的
压力。为保障进口原料供应，中国铝企业以多种方
式投资境外铝土矿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2015
年 11 月，魏桥集团 18 万吨几内亚铝土矿运抵烟台
港，成功打通几内亚到中国进口国际运输通道。从
2016 年起，我国从几内亚进口的铝土矿已超过澳大
利亚，几内亚成为第一进口来源国。信发集团在斐
济、博赛集团在加纳的铝土矿项目均已将产品运回
国内。此外，
还积极开拓了牙买加、
印尼等地的氧化
铝项目。至 2019 年底，
我国在境外资源权益量为 100
亿吨，并且已形成开采及运输能力超过 9000 万 t/ 年，
其中，
在建项目 4000 万 t/ 年，
拟建项目 5000 万 t/ 年。
2.1.2.3 国际市场掌控力
国际市场掌控力逐渐趋于合理适度。我国铝

2011—2020 年我国铝土矿对外依存度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铝土矿石进口量 / 万 t

4468

3957

7022

3621

5601

5174

6849

8272

10066

11154

原铝产量 / 万 t

1813

2025

2315

2752

3141

3270

3519

3580

3504

3708

铝土矿对外依存度 /%

37.0%

36%%

34.0%

40.0%

37.0%

30.0%

30.0%

40.0%

46.0%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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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供给侧改革，牵动着全球铝市场神经。铝土矿
进口依存度虽然高，但是我国作为采购方，具有较
强的价格控制权，氧化铝进口比例小，电解铝进出
口量均微乎其微。
对于铝产业来说我国资金外控制资源实力
较强、发展速度快，铝土矿未形成寡头垄断，因此
中 国 进 口 铝 土 矿 议 价 能 力 强。 铝 土 矿 价 格 相 对
稳定，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能力较好，资源安全
性较高。

2.2

钢铁和铝产业链差异

我国钢铁产业一直在向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努
力，但目前仍然是钢铁冶炼端较大，主要的钢铁企
业均没有单独从事铁矿石开采业务，主体经营集中
于钢铁的冶炼加工，即集中在中游制造行业，这就
造成了钢铁产业与其他几种资源类产业的不同。
矿石开采游离在了产业之外，如钢铁产业还专门成
立了“原料采购委员会”，这就造成了一个“三外”
现象，矿业开发游离于产业主体之外，优质资源赋
存在境外，矿石供给处于中资影响之外，这“三外”
导致了资源保障不足，引发了产业安全和资源安全
问题。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存在结构性失衡特征，大多
数低附加值的普钢品种出现过剩，一些高档关键的
优质钢品种仍需大量进口。当然目前我国部分特
钢产品还是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在钢铁工业废弃
物利用方面也取得了成果。
我国钢铁产业链应发挥体系优势，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实施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吸引、承接产业
链高端领域的转移（梁斐等，2021），通过消化、吸收、
再创新，不断充实产业链内涵，完善产业链体系，扩
大产业链优势。
我国铝产业逐渐向全产业链发展，从铝土矿勘
查→铝土矿开发→氧化铝生产→电解铝冶炼→铝
材深加工，企业链呈现资源与投资驱动竞争优势并
驾齐驱特点。中国的铝产业链在技术升级中不断
延伸，尤其是铝材加工由最初的简单铸造压延挤压
向精密加工领域扩展，不断拓展铝应用领域，目前
广泛应用在新兴领域如高铁、城市轨道、太阳能板、
电动汽车、核电等。最高技术的铝深加工是应用在
电子设备、汽车轻量化和航空领域的高压电子铝
箔、钎焊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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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国钢铁和铝产业结构与产业风险分析

在产业结构方面，钢铝都是民企挑大梁，产量
分别占比 68% 和 55%，但民企的集中度在氧化铝
产业最高、在钢铁产业则较低；央企均为压舱石，
产量占比钢为 27% 和铝为 17%，其中第一、二强的
体量差异钢为 6 倍，铝为 2.5 倍；地方国企在钢铁和
电解铝产业发挥重要作用产量占比分别为 26% 和
23%。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钢、铝产业却有了不
同的发展走向。就我国钢铁产业风险而言，铁矿
石供给成为显著的风险敞口。钢铁和铝产业都具
有高能耗特点，在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
中，将面临产业升级和强化技术创新的低碳产业
风险。
2.3.1 钢铁产业结构
我国的钢铁产业龙头企业产业链存在一定的
不完整性。我国的钢铁产业的主要企业有宝武集
团、河钢集团、沙钢集团、鞍钢集团、建龙集团、首
钢集团、山钢集团、华菱集团、本钢集团、方大集团
等。2019 年我国上述前十位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
粗钢产量 36.78%，远低于 60% 的钢铁产业集中度目
标，也远落后于日韩等国家，如韩国前 2 家钢铁企业
累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为 89.2%（李静宇，
2021）；日本前 3 家钢铁企业累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的比例为 81.5%。其中宝钢集团作为我国钢铁产业
的龙头企业，2019 年粗钢产量在全国粗钢产量中仅
占比 9.58%，其主营业务主要为钢铁生产，此外还
涉足贸易、金融、工程技术、信息、煤化工、钢材深加
工、综合利用等多元产业，但在铁矿石开采上基本
处于空白，其钢铁产业链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除
上述大型钢铁企业外，中国还有几百家相关的钢铁
企业，由于我国钢铁企业众多，产业集中度低，不仅
加剧了同行业恶性竞争、造成产能过剩、利润低下，
同时令我国钢铁企业在与上游国外矿业寡头企业
的议价中难以形成合力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作为
我国钢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宝武集团在我国
钢铁产业中尽管处于绝对的第一位，但其产能体量
占比中相对较小，同时缺乏完整的产业链，难以在
我国钢铁产业中发挥引领作用。
2.3.2 铝产业结构
我国铝产业龙头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中
国的铝产业企业主要有中国铝业、宏桥集团、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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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业、云南铝业、露天煤业、焦作万方铝业、河南神
3 我国铝产业和钢铁产业自驱力对比
火煤电等。2019 年统计数据以上八家企业生产的
电解铝约占全国电解铝的 51.27%，其中中国铝业
3.1 铝产业自驱力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拥有最完整的铝产业
（1）产业技术装备不断升级。铝锭品质向大规
链，是中国铝行业中唯一集铝土矿勘探、开采，氧化
格和高均匀方向改善；
工艺装备向短流程、
自动化方
铝、原铝和铝加工生产、销售，技术研发为一体的大
向更新；轧制技术向快速变形、
大变形量和高精度方
型铝生产经营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原铝和
向创新。加上模具设计与加工方法不断优化，
材料的
铝加工材生产商，是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生产商、第
综合性能和使用寿命大幅提高，
高新产品不断涌现。
三大原铝生产商。
（2）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国家发改委、财
中国铝产业既包括国有企业如中国铝业、云铝
政部等《关于加快铝工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的通
股份等拥有一体化产业链条的联合企业作为龙头
知》明确了铝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提出了增加高
稳定铝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电解
附加值铝材的比重。到 2021 年，高精板带材、工业
铝冶炼企业如宏桥、魏桥、信发等对铝产业的大力
型材、双零铝箔等高技术产品已占有了一定的比例；
发展，以及丽岛新材、中飞股份等专业从事铝材精
电解液铸轧成型的产品比例达到 70%；铝加工材的
深加工的企业，还包括铝材生产添加剂、铝材加工
综合成品率超过 76%。《铝行业准入条件》的严格
设备等生产企业，如深圳新星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生
化也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业向集群化方
产铝晶粒细化剂的龙头企业，还研发生产电磁感应
向发展（佘欣未等，2020）。
炉及连轧机等设备。还有专门从事铝资源回收利
（3）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行业协会发挥积
用的企业，如怡球资源利用所回收各种废旧铝资
极作用，产业聚集态势更加明朗，经过国家“十五”、
源。这些铝企所生产的产品繁多，从电解铝到铝合
金再到铝材精深加工产品及铝制零部件，覆盖多个
“十一五”、
“十二五”建设，我国已基本完成铝工业
品种多个牌号，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核电、船舶、化
产能向能源、资源富集地区，消费集中地区的转移。
工等领域。
具体表现为：电解铝产业向西部转移；铝加工产业
我国铝产业结构呈现出国家产业管理与市场
向北方转移。
“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快完善“高效
2007； 铝产业链“，形成煤（水）- 电 - 氧化铝 - 电解铝 - 铝
调整的“二元产业组织结构”（方维萱和王京，
2007），主要是以国有企业发挥龙
方维萱和武音茜，
深加工 - 再生铝一体化产业链，尽可能将原铝就地
头作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带领下，民营企业积极
或就近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目前，珠三角铝建筑型
协同发展，完成了产业内部 - 外部运行环境的协调
材板块、中原地区民用铝板带加工板块、环渤海民
过程。
用铝材加工板块、长三角铝箔加工及再生铝板块、
如中国铝业这样拥有一体化产业链条的龙头
西南军民两用铝加工板块、西北铝加工板块已基本
企业可以在非盈利的情况下维持着国产氧化铝的
成形，六大铝产业板块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国
生产（付世伟，2011）成为铝产业的“稳定器”，魏桥
2020）。
铝产业国际竞争力（佘欣未等，
集团、信发集团等民营铝冶炼商加快海外铝土矿资
我国铝产业在以国资委和发改委等部委颁布的
源的开发，改变了铝土矿的供应格局，丽岛新材、中
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
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在
飞股份、深圳新星等铝材精深加工企业向高附加值
国内铝资源先天不足，
品质不佳的情况下，
以国有企
产品研发生产方向努力，铝产业国企和民营企业相
业发挥龙头稳定器作用，民营企业积极开辟海外资
互配合为我国铝资源保障能力的提升和价格平稳
源基地，大力开发铝材高附加产品，发挥了行业自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驱力积极作用，使得铝产业的发展更为健康有序。
铝产业结构的良性衍化，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
3.2 钢铁产业自驱力制约因素与应对策略
2001），我国铝产业形成
企业发展的新格局（康义，
3.2.1 钢铁产业自驱力制约因素
了全球协同作用，保障了产业安全，进而间接化解
了资源安全问题。

（1）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中，但民营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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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钢铁产业在 2016—2018 年共压减 1.45 亿 t 表
内产能，
“地条钢”基本完全清除，小型钢企的淘汰
也对行业的竞争结构改善形成助力。2017 年初，发
改委与工信部便联合出台了针对限制类和淘汰类
钢企更为严格的差别化电价政策，通过限制甚至
关停中小型钢厂实现高炉大型化，完成行业产能
出清，进而达到提高行业集中度目的。政策的本
意是好的，但由于中小钢厂多以民营企业为主，这
客观上造成了民营企业的成本升高。其他导向性
政策如差别信贷、差别水价、差别排污措施等都将
不同程度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钢企生产运
营成本，诸多政策的叠加效应使得民营钢企成本
升高。
（2）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但缺乏龙头企业发挥
市场“稳定器”作用。钢铁产业现在以上市企业为
代表的国有冶炼钢企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但国有冶
炼钢企的龙头企业作用尚未发挥。因缺乏龙头企
业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众多中小钢企的存在不
仅加剧了产能过剩，还使得行业自驱力减弱，令我
国钢铁企业在与上游寡头企业的议价中相对弱势，
这是造成钢企竞争力不强、利润微薄的重要原因。
综上，我国钢铁产业整体产业集中度虽有一定
提高，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产业联盟市场控价能
力不高的问题（陈德荣，2019）。钢铁企业在劳动效
率、研发效率、财务效率等运营方面与世界先进企
业尚有较大差距（余熊平和陈德荣，2018）。大规模
兼并重组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由阶段，中国钢企未
来持续整合仍有很大空间，行业自驱力应发挥更大
的作用。
3.2.2 应对策略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资源禀赋、资源开发与
综合利用、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是产业
经济良性循环发展关键（李悦，2004）。铁矿石资
源禀赋特质与国际资本操纵叠加是制约我国钢铁
产业自驱力凝聚和形成的关耦合键因素，给我国钢
铁产业自驱力建设带来了传统挑战和新兴挑战的
多重耦合，这也是中国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新产业
困境，初步认识如下：①国际四大矿企（力拓、必和
必拓、淡水河谷、FMG 公司）拥有探明的高品位优
质铁矿床和大规模生产能力，矿山大规模铁矿石生
产能力和自我运营的海陆运输能力等综合优势表
现在铁矿石生产成本在 20～30 美元 /t，从而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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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铁矿石贸易市场中供方议价能力，虽然因综
合因素铁矿石离岸现金价格有少量增长，但在 2020
年，铁矿石离岸现金价格总体在 22.61～17.51 美元 /
t。②国际四大矿企不但具有自营海运能力，与海运
公司长期合同协议价格，也使铁矿石海运成本相对
较为稳定，中国口岸的铁矿石平均到岸价格大致在
45 美元 /t，但铁矿石现货价却高涨到 230 美元 /t，国
际四大矿企在全球中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自生固
有驱动力较强，在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中，中国钢铁
产业自驱力受制于国际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处于
劣势竞争地位。因此，改变现今中国钢铁产业的国
际产能合作和产业竞争策略，从全程产业价值链和
市场可交易节点上重新组合与创新发展，如在实施
“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寻找新空间竞
争和区位竞争优势、应对垄断竞争格局，拓展产异
化竞争策略实施的腾挪空间区位等，有望在一定时
期内提升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③新一
轮金属矿产品价格上涨，与美国超量增发美元货币
有十分密切关系，以铁矿石等矿产品、铜、金和银等
金属产成品价格飞涨，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优质投
资产品。由于铁矿石和钢铁产业在市场价格中具
有紧密正相关关系，中国在铁矿石稳定大量的市场
需求，也就成为国际资本贮藏和投机盈利的主要市
场目标。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和国际版图新发展，
也给国际金融资本发出号召令和驱动力，因此，国
际金融资本参与也提升了铁矿石的政治金融资本
属性。需要从钢铁产业全程产业价值链和市场可
2008b），从新型国际竞
交易节点理论出发（方维萱，
争格局、国际金融资本等多重因素耦合角度进行研
究和应对。
总之，从产业经济学看，高效的市场配置和运
行机制是市场要素和发展基础，在市场失效时，有
效的国家产业调控是解决产业风险和保障优质发
展的规制引导，而产业自驱力和企业研发和创新能
力是产业经济良性发展内核动力。

4

思考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比，我国钢铁和铝产业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全程产业价值链，钢铁
产业应以产业协同发展为引领作用，发挥龙头企业
市场“稳定器”作用，突破传统制造业集团公司概
念，以产业集群和绿色循环经济发展为理念，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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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钢铁消费端（铁路建设、房地产、汽车、与钢铁
有关的制造业等）纳入钢铁全程产业集群价值链之
内，重塑新空间区位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提
升中国企业在铁矿石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实现我国
钢铁产业健康发展。主要建议如下：
（1）资源安全不是孤立的，资源安全关乎产业
安全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安全，优化产业构成可以
缓解资源安全，整体安全观是解决资源安全问题的
关键。各产业需要高质量的发展，应对资源安全、
产业安全应高度重视，开展深入研究。可进一步开
展钢铁及铝产业组织学和产业运行机制对比研究，
研究揭示我国资源及相关产业内生发展源动力，从
国有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企业资本多视角，
研究我国资源产业发展战略在“碳达峰”和“碳中
和”环境下的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2）产业需要稳定器，政府对国有龙头企业的
考核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应当赋予其产业安全
稳定器的责任，特别是关乎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重
要行业，在行业低谷期给予其稳定调节行业的政策
支持，以便其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使国有资本在维
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3）优化钢铁产业链，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
钢铁产业应当突破现有的框架，将上游矿山企业
和下游的钢铁消费端（铁路建设、房地产、汽车、与
钢铁有关的制造业等）纳入钢铁全程产业价值链
之内，加强钢铁产业上游与下游行业之间的沟通
交流，进行跨产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整合；不断
优化下游产品结构，形成拳头产品，以点带面提高
高端产品比例，适应新时代钢材产品需求。在此过
程中不断深化产业链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产
业链共生共荣，形成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中国企业在铁矿
石市场定价中的话语权。
（4）加大国内贫铁矿利用研究，提高增量更需
要盘活存量，同时开展国外富铁矿勘查开发力度，
力求提高我国铁矿石的资源保障能力。加大国内
铁矿勘查开发力度，加快推进国内铁矿新项目和在
产资源接续项目建设，鼓励国内贫矿利用技术研
发，积极利用社会再生钢铁资源；同时制定相关政
策鼓励我国钢铁企业和矿业公司在境外开展铁矿
床勘探，以“一带一路”沿线铁矿床勘探和开发及钢
铁产能合作带动，如参考铝产业的“赢联盟”模式等

促进区域经济 - 社会 - 资源 - 环境协调发展，也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应有之义。
（5）在全球铁矿资源丰富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
和地区，以局部和区域范围内，形成优势全程产业
价值链闭环，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欠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以铁路建设（高铁建设）、铁矿床开
采、铁矿资源勘探开发一体化、钢铁冶炼和制造业
等，形成区域项目组合和区域协调管理组织，以区
域经济合作方式，与主权国家探讨钢铁产业基金合
作项目载体，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资源配置。
（6）在充分做好产业集群引领的可行性论证研
究基础上，开展产业集群协同为引领、国际产能合
作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区试点示范建设。对于重
塑新空间区位从局部到区域进一步发展，从新空间
区位发展角度，提升中国企业在铁矿石市场定价的
话语权。目标区位以铁资源潜力大和基础建设条
件尚可的非洲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铁资源潜力
大的亚洲诸国为主，从光能、水能、风能和地热能等
绿色低碳能源、铁矿资源潜力配置、工业发展基础
和潜力、社区建设、余热利用和生态养殖、教育和交
通、医疗等公共设施建设、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等
多方面进行综合论证与选区，以多边交流和人力资
源培训入手，实现长期持久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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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G Shoucheng, WANG Jing, JIA Runxing, HE Xinyu, TANG Pingzhi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ources, and they
have strong similarity. In recent years, the rising price of iron ore, caused a signiﬁcant impact on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drawing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ﬂuctuation range of bauxite price was
completely diﬀerent from that of iron ore.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iron and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self-driven for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aluminum industry have formed
diﬀerent whole-process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market.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luminum industry is that the super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should actively
act as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du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to build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expand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o play a“stabilizer”role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should bring mining enterprises and steel consumers (railway construction, real estate, automobile, steel
related manufacturing, etc.) into the whole value chain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reshape the new spatial loc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from local to regional scale,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iron ore
market pric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elf-driven force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Key word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luminum industry; pric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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