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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鋼投資養豬場
中國鋼鐵行業已進入經營困難的嚴冬

，有見及此，武鋼計劃將相關產業作多元
化發展。據武鋼總經理鄧崎琳日前透露，
今年武鋼準備建萬頭養豬場，年內將有生
豬出欄。而武鋼已在較早前與華潤集團簽
訂了一攬子合作計劃，開展燃氣、電力
等多項合作，其中還包括建農產品專賣店
。按規劃，三年內武鋼非鋼產值要超過
1100億元（人民幣，下同），佔總收入的
三成。

本報記者 羅縈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
在遞交給全國兩會的提案中指出，應盡快重開國債期
貨，目前市場條件已臻成熟。這已是李劍閣連續兩年
遞交提案，呼籲重開國債期貨市場。

有別於去年的提案，李劍閣在今年的提案上增加
「盡快」及 「改革的最佳時機永遠只會提供給具有歷

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決策者」等字眼。他認為，國債
期貨各項籌備工作已就緒，上市條件基本成熟，應該
說重開國債期貨市場已水到渠成。

李劍閣闡述重開國債期貨市場條件已臻成熟的四
個主要原因：首先，目前中國國債現貨市場發展日趨
成熟，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流動性持續增強，品種得
到優化，期限結構趨於合理，市場交易主體逐漸多元
化。從中金所設計的國債期貨合約看，標的為五年期
標準券，剩餘期限四至七年的國債都可以參與交割。
符合交割條件的國債數量達34隻，國債存量達1.6萬億
元人民幣，能夠有效防範交割風險。

其次，中國利率市場化的深入發展，為保障國債
期貨交易的穩定運行提供了重要條件。從國際經驗來
看，國債期貨的推出並不要求一個國家已達到利率完
全市場化的程度，只要國債現貨市場實現利率市場化
，就具備推出國債期貨交易的條件。

再次，內地商品期貨和股指期貨市場的良好運行
，已形成一套包括保證金制度、漲跌停板制度、限倉
制度、大戶報告制度、強行平倉制度、風險警示制度
在內的完整的風險管理體系，為重開國債期貨市場提
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完善的市場環境。

最後，日益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和監管能力為國
債期貨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一系列制度創新在股
指期貨運行過程中得到檢驗，可以確保國債期貨的
平穩運行。

【本報記者鄧德相、通訊員肖咸強泉州二日電】國
家開發銀行福建分行和泉州市泉港區政府日前簽訂《開
發性金融合作備忘錄》和《泉港區2010-02地塊收儲項
目首筆借款合同》。根據協議， 「十二五」期間，國開
行將向泉港提供 30 億元（人民幣，下同）融資，以支
持該區石化支柱產業、重大基礎設施的重點項目建
設，加速建成年石化產值 1500 億元的國家級大型石化
基地。

國開行泉港區簽融資協議

央企海南簽51項目 涉資2288億
【本報記者張建星北京二日電】海南省政府

與國務院國資委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暨海南省與
中央企業深化合作座談會本周四在北京舉行。會
上，海南與18家中央企業及24家央企下屬公司
簽訂了 51 個合作項目，總投資 2288 億元（人民
幣，下同），涵蓋現代農業、新型工業、信息產業、
商貿物流、基礎設施等七大類別。這是目前海南
與央企在談項目中的一部分，正在深化前期工作
的項目還有100多個，總投資達5000多億元。

在當日舉行的座談會上，國資委主任王勇，

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出席儀式並致辭，海南省省
長蔣定之與王勇代表雙方簽署了《海南省人民政
府與國務院國資委合作備忘錄》。而在當日的簽
約項目中，基礎設施項目共有18個，總投資836
億元，為央企投資海南的最大項目，包括國電電
力能源投資項目、中鐵建海南項目、中海油天然
氣利用項目、海南西南部電廠項目以及東方、臨
高、文昌的近海風電項目等等。

近年來，海南力推新型工業項目的發展，此
次海南與央企簽約了8個工業項目，總投資454

億元，如中石油海南項目、中航工業項目、甲醇
製烯烴項目等等。同時，具有熱帶農業發展優勢
的海南也吸引了央企投資4個農業項目，總投資
76 億元，如中農發海南項目、中國種業南繁中
心等項目。

駐瓊央企逾二百家
簽約項目還包括信息產業項目9個，總投資

227億元。如海南生態軟件園二期工程、智慧民
生項目、雲計算數據中心項目等。文化產業項目

2個，總投資58億元，如海南生態藝術中心項目
、航空科技體育文化產業鏈項目等。商貿物流項
目 3 個，總投資 24 億元，如中石化洋浦原油商
業儲備基地項目等。城鎮化項目 7 個，總投資
613億元，如桂林洋片區開發項目、東寨港紅樹
半島開發項目等。

據統計，至二○一○年底，中央駐瓊企業共
216戶，資產總額1481.1億元，利潤總額86.9億
元。其中，以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眾多央
企主導的現代油氣化工產業鏈條初步形成；以中
航特玻、英利、漢能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正
在崛起；由中國電子集團牽頭建設的海南生態軟
件園已吸引了惠普、中軟、東軟等198家知名IT
企業落戶。此外，還有一大批事關海南長遠發
展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相繼建成。

人民幣跨境使用再擴容，中國人民
銀行等六部委發布通知表示，具有進出
口經營資格的企業均可開展出口貨物貿
易人民幣結算業務。

此前，參與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
算的主體不再限於列入試點名單的企業
。央行昨日發文稱，近日，人民銀行、
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
總局和銀監會聯合發布《關於出口貨物
貿易人民幣結算企業管理有關問題的通
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具有
進出口經營資格的企業可按照《跨境貿
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開展出口
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

通知指出，此舉是為落實國家 「十
二五」規劃綱要關於擴大人民幣跨境使
用的要求，適應市場需求，進一步促進
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至此，中國從事
進出口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其他經常
項目的企業均可選擇以人民幣進行計價
、結算和收付。

通知又規定，為促進出口貨物貿易
人民幣結算的正常規範開展，防範風險
，提高監管有效性和針對性，有關部門
將對近兩年在稅務、海關、金融等方面
有比較嚴重違法行為的企業進行重點監
管，以督促其依法合規辦理業務。對重
點監管範圍實行動態管理，每年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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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飼養量減少等原因，中國豬肉價格自
○七年來大幅上漲，去年養一頭豬平均更可賺 400 元
（人民幣，下同）。利潤之高，讓不少資本紛紛看好
畜牧業，不惜重金在各地圈地養豬，就連與養豬業毫
不沾邊的一些房地產商、投資或金融公司，甚至IT公
司亦宣布投身養豬。先是○九年中國網際網路企業網
易CEO丁磊高調宣布養豬，掀起一片嘩然；其後，聯
想、正大集團等亦紛紛投資農業或宣布養豬，市場已
開始 「見怪不怪」了。

事實上，國內的豬肉加工企業雙匯、雨潤以及飼
料生產商新希望等也延伸自身的產業鏈條，紛紛向養
豬產業擴張。其中，去年，雨潤集團表示將在武漢武
湖農場投資3.5億元，新建一條年產量3萬噸的肉食品
深加工生產線。而中糧集團則早在前幾年便與湖北省
簽訂框架協議，投資97億元在湖北實施生豬養殖。

不僅是內地企業巨資養豬，據統計，僅去年一年
已有十家企業高調宣布投資養豬相關項目，國外資本
亦相繼湧向生豬養殖行業；其中，高盛斥資 3 億美元
，在中國生豬養殖重點地區湖南、福建、江西一帶全
資收購了10多家專業養豬場；另外，總部設在江西的
美國艾格菲國際公司也先後在江西、福建等地大舉收
購豬場；德意志銀行則注資6000萬美元，獲取了上海
某養豬場30%的股份。

「集中度低、規模化水平嚴重不足是吸引資本的
主要動力。」業內人士表示，中國生豬出欄數量在 5
萬頭以上的企業總生豬出欄量佔全國比例僅1%，生豬
養殖行業規模化水平仍處於較低水平，未來幾年的發
展以行業整合為主，產業集中度將逐步提高，處於行
業前列的企業將獲得超過行業平均利潤水平的壟斷利
潤。

利潤高企 地產商也養豬

鄧崎琳日前在媒體見面會上表示，中國鋼鐵業還
要面臨至少五年的寒冬，大量中小鋼企可能 「凍死」
；在這種情況下，武鋼開始謀求相關產業發展。據他
透露，武鋼後勤集團公司已在武漢新洲區洽談養豬場
，約有 1 萬頭豬，今年底能夠實現出欄。而據媒體計
算，目前1噸螺紋鋼的價格約4700元，平均每公斤4.7
元，而最便宜的豬肉每公斤已近 26 元，由此可見，1
公斤鋼材已抵不上四兩豬肉的價錢。

行業利潤率不足3%
事實上，中國鋼鐵生產行業年銷售利潤率已連續

兩年不到 3%，遠低於全國工業行業 6%的平均利潤水
平；尤其是在去年第四季度，這一數據更是降至
0.4%-0.5%，鋼鐵行業效益跌至○八年以來的最低點。
與此同時，中國鋼鐵的產能過剩，嚴重供大於求。據
分析，如果按粗鋼表觀消費量在6.88億噸左右計算，
產能過剩率約已達到122%。

對於 「養豬」這樣如此大的行業跨度，武鋼宣傳
部主任白方表示，養豬只佔武鋼業務的很小一部分，
武鋼謀求相關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包括地產、深加工
、綠色養殖等等。隨着鋼鐵業步入了微利時代，武鋼
將實行 「鋼鐵為主，相關多元」。

據介紹，目前武鋼還計劃在武漢城郊辦個數千畝
的 「綠色養殖場」，聘請當地農民協助種菜並養殖豬

、雞、鴨等，在保證職工快餐需求後，剩餘部分轉入
武鋼與華潤共同設立的 「有機農產品連鎖超市」進行
出售。同時，還將開辦城市現代服務公司，為武漢市
民提供水電氣維修、管道疏通、上門做飯、看管小孩
等家政服務。

鄧崎琳表示，養豬種菜也是從武鋼十萬職工吃飯
想到的，因為每天快餐供應幾萬份，肉、菜需求極大
，都需大量外採，計劃通過種植有機農產品，實現從
原材料到終端一條龍。白方亦表示並不擔心涉足不熟
悉的領域，因為武鋼出資金，在經營管理上採取與華
潤合作模式。

非鋼業收入擬佔三成
而早於上月二十二日，武鋼與華潤集團簽訂戰略

合作協議組建 「武鋼華潤燃氣公司」，共同拓展雲南
昆鋼、廣西柳鋼、廣西防城港及北部灣地區天然氣業
務，預期銷售利潤達到每年 7 億元。據悉，未來武鋼

與華潤集團還將在飲料、舊城改造等領域展開合作。
鄧崎琳表示，比如舊城改造方面的非鋼業務，不僅可
提升武鋼所在地區的城市面貌，武鋼從中也可獲得幾
十億元的收益。

鄧崎琳重申，從今年開始，除推進廣西防城港千
萬噸鋼鐵基地項目建設之外，武鋼在內地針對提高產
能的投資將 「一分錢不投」。相反，在非鋼產業，武
鋼將大手筆投入。他表示， 「十二五」期間，武鋼計
劃對非鋼產業投資 390 億元，將涉及高新技術、鋼材
深加工、礦產資源開發、資源綜合利用、後勤服務、
國際貿易以及城市現代化服務等多個產業。

據統計，武鋼集團去年實現營業額2200億元，利
潤 36 億元。鄧崎琳指出，去年非鋼產業為集團創效
21 億元，幫助企業在鋼鐵行業嚴冬時期仍保持着
17.4%的利潤增幅。到 「十二五」末，非鋼業務收入將
佔武鋼集團總收入的比例將達 30%，產值將超過 1100
億元。

中國銀監會監管二部主任肖遠企表示，要建立多
元化的融資渠道以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包括
發展債券市場、培育重點投資小微企業的風險投資基
金股權投資基金。此外，還需在稅收減免和激勵機制
等方面，給予小微企業一定傾斜。

肖遠企日前在人民網談及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
相關問題時指出，小微企業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解決要從多方面入手，主要是建立一個綜合的解決
小微型企業融資難的體系。

第一，應該把小微企業的重要性作為國家戰略層
次來認識，讓各級政府和老百姓都能夠認識到小微型
企業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對就業、對社會穩定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通過法律的層次來確立

對小微型企業不同的政策支持。
第二，財稅方面要發揮作用，加大對小微型企業

的支持力度，特別是在稅收減免、在激勵機制方面給
予一些傾斜。

第三，要建立一個多渠道的融資渠道，除了商業
銀行以外，還要發展一些直接的融資、擔保、保險這
樣多方面的來解決小微企業，特別是債券市場，讓他
們有不同的渠道進行融資。同時，也要根據小微企業
的特點，培育一些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引
導和鼓勵他們把投資的重點放在小微型企業，特別是
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有成長性的、有市場潛力的小微
型企業，而不是過度地注重在股票的二級市場或者其
他的資本市場。

肖遠企表示，銀監會對小微企業貸款有 「兩個不
低於」的要求：貸款的增量和增速都不能低於上年的
總體平均水平。過去三年，中國對小微型企業的貸款
增速比平均貸款增速高出近10個百分點。目前中國對
小微型企業的貸款餘額已超15萬億元，佔整個銀行貸
款的27%以上。

他承認，小微型企業貸款風險，確實較大型企業
為大。他認為，銀行金融機構對小微型企業的風險要
分地區、分類型、分不同企業來看。有的企業盲目擴
大生產，在短時間內急劇擴張，而且負債率高，產品
又沒有很大競爭力，這樣的企業風險肯定很高。而銀
行在服務小微企業方面，一定要在利潤、風險、服務
三者之間取得平衡。

李劍閣促重開國債期貨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昨日
建議，中國應盡快設立國家中小企業銀行，這將非常
有助於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至於國家中小企
業銀行的資金來源，他認為可採取國家、地方財政和
央企利潤的二次分配各出一部分。

在分支機構設置上，邱繼寶建議，國家中小企業
銀行可以越過省、市，直接設到縣和鄉鎮。如果考慮
新設機構成本太高、時間太長，也可以考慮將目前覆
蓋面較廣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改造成為國家中小企業

銀行。
他又表示，國家中小企業銀行的職能應以融資為

主要手段，貫徹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策略。但銀行
仍然要保留本身的基本屬性，實施政府政策意圖時應
當以 「銀行的方式」，而不是以財政的直接配給的方
式進行。因此，當存在信用交易時，中小企業銀行仍
然有收回本息的責任和義務，不能通過對本息的放棄
來體現國家政策，而應當通過信貸投向的傾斜、利率
的優惠等手段進行。

總而言之，邱繼寶認為應當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
，盡快建立國家中小企業銀行，其目標是貫徹國
家經濟產業政策，通過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擔
保、技術援助等手段支持中國的中小企業，尤其
是將優惠措施向一些前景好、可持續發展性強的優質
資產傾斜。

同時，積極引導民間借貸規範發展，對民營銀行
（包括村鎮銀行、社區銀行）的設立可以進一步放寬
准入條件和資金來源，限定其服務對象與合理的利率
上限，並且與其他的金融機構共同建立起多樣化、多
層次的中小企業融資途徑，從而推動內地中小企業和
實體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達到 「解決當前、立足未
來」的目標。

業界倡建中小企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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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跨境使用範圍再放寬，具有進出口經營資
格的企業均可開展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