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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冶

中国中冶：聚焦主业 深度参与服务国家战略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回望中国中冶的历史， 是一幅

伴随中国钢铁工业成长发展的生动

画卷。

以建设鞍钢为起点， 中国中冶

（下文简称中冶） 直接参与了国内几

乎全部钢铁企业的建设工作，包括武

钢、包钢、太钢、攀钢、宝钢等，为冶金

而生， 成为中冶身上不可磨灭的印

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中冶在

国内冶金市场份额达到

90%

，国际冶

金市场份额达到

60%

。随着时代的发

展变化，中国中冶正在快速开辟新的

战场， 积极拓展非冶金领域业务，并

且在房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业绩

卓著。 在深圳国贸大厦的建设过程

中，中冶就曾创下五天一层楼的“深

圳速度”。 另外，城市综合管廊、主题

公园、环保产业等也已成为中冶新的

名片。

经过多年的市场洗礼和自我革

新，中国中冶确立了“做冶金建设国

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

跑者， 长期坚持走高技术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定位。 高质量发展提出的

背景是， 中国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发

展的时期， 正如中国中冶总裁张孟

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 中国中

冶接下来在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的

同时，更加着力于提高核心竞争力，

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国际

竞争力。

中国钢铁黄金期护航者

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 举国上下

百业待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最早

一批冶建工人耗时仅一年多就完成了

鞍钢三大工程建设， 创造了新中国建

设史上的一项奇迹， 也奠定了中国钢

铁工业的基础。“这是中冶人光荣之路

的起点。”当向证券时报采访团回忆起

这段历史时， 张孟星不无自豪，“中冶

是为冶金而生、 伴随我国冶金工业的

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企业。 ”

1949

年时，中国钢产量仅

15.8

万

吨，占全球比重不到

0.1%

；如今，中国

的钢铁产量已达到

8.3

亿吨， 占世界

钢产量一半以上， 钢材种类也发展到

数万种。“正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快速

发展， 才为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打下

了基础。 这的的确确是了不起的成

就。 ”站在冶金人的视角，中国钢铁工

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黄金期， 一是从

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的

8

年时间，中

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二是

1978

年改

革开放后，以宝钢开工建设为标志，拉

开了中国现代化钢铁企业的发展序

幕。“中冶有幸参与了中国钢铁工业发

展两个黄金期的整个进程。”张孟星告

诉证券时报记者， 除了上述几大钢铁

企业， 中冶还积极投入到一大批大中

型钢铁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中， 引领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积极追

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中冶在

国内冶金市场份额达到

90%

，国际冶

金市场份额也达到

60%

；按照中国中

冶的规划目标， 下一步要在冶金工程

的

8

大部位、

19

个业务单元达到世界

一流标准， 力争用

3

年时间把全球冶

建市场份额从

60%

提升至

80%

。 为实

现这一目标， 中冶将主要依靠两大法

宝，一是技术，二是队伍。

采访过程中， 张孟星还谈到一件

趣事： 西马克是在国际钢铁行业有巨

大影响力的冶金全产业链集团， 也是

中国中冶在国际市场上的老对手。 但

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西马克不断地跟

中冶接触， 希望改变与中冶的竞争关

系，转为合作伙伴。 “西马克在分析全

球市场竞争情况时， 发觉中国中冶对

它的威胁是最大的， 并且这种威胁会

越来越大；因此，它希望两家能由竞争

者变为合作者。过去，西马克始终是高

高在上的，要是放回前些年，是不可能

主动提出跟我们合作的。 ”张孟星说。

从这个转变上， 中冶在全球冶金市场

的竞争力可见一斑。

“冶金是我们的老本行，没有冶金

就没有中冶，所以我们才会说，中国中

冶是为冶金而生的一个企业。”张孟星

在与采访团交流时， 反复表示，“冶金

这一初心不能忘掉”，中国中冶也会发

展其他多元业务， 但前提是一定要把

传统主业做好做强做精。

紧跟时代的二次创业者

冶金行业的发展有高峰也有低

谷， 特别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

国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伴随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推进， 冶金行业上下游都面临转型升

级的大调整与大变革。

面对这一情况， 中国中冶加快推

进二次创业， 凭借在冶金建设工程行

业多年积累的经验， 将触角延伸至非

钢领域，并确立了要做“基本建设主力

军”及“新兴产业领跑者”的战略定位，

力争将其培养为新的增长点。 按照中

国中冶的战略规划，要把“一带一路”、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和

有活力的地区作为主战场，在房建、中

高端地产、 交通市政、 基础设施等领

域， 以产融结合的张力， 加大市场突破

力，提高市场影响力，实现规模与效益并

举、贡献第一的目标。 特别是在房建、交

通市政、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中冶确立了

“大环境、大客户、大项目”的市场策略，

并将以更大的气魄、 更强的力度实现核

心战略区域的做熟做透， 以市场订单的

大突破，实现规模的大提升、大飞跃，始

终做公司利润增长的重要基础和第一保

障。“中冶的业务已经由钢铁这一点转向

了面，涉及市政交通、大型场馆等公共工

程以及房屋建筑， 成为全面参与社会发

展的以工程为主的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基本建设主力军’

的战略定位。 ”张孟星说。

实际上，中国中冶在非钢建设领域，

也有光荣的传统， 中冶曾依托在冶金领

域的比较优势从封闭型的钢铁厂建设迈

入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大潮， 首创了五天

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新兴产业方面，

中国中冶同样倾注了大量资源， 开拓了

地下综合管廊、 特色主题公园、 海绵城

市、美丽乡村与智慧城市、水环境治理、

康养等新业务， 通过在非冶金工程领域

持续发力，确立了新的竞争优势，成功完

成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重大项目。

当然， 对于在冶金行业积累深厚的

中冶而言，一方面受到周期影响，需要负

重前行； 另一方面还要把准转型的新方

向，这绝非易事。 以地下综合管廊为例，

张孟星也谈到一段插曲： 中冶曾经与珠

海市在横琴岛合作开发建设国内首条地

下管廊。国文清董事长去了项目现场后，

立刻意识到管廊业务未来的市场空间非

常大， 当即决定与珠海市合资成立管廊

公司， 后来中冶又成立了管廊研究院。

“从结果来看，管廊的建设也符合国家的

城市化发展要求。 ”张孟星说。

转型不易， 但中国中冶的二次创业

却成效显著。 在

2010

年之前，中国中冶

的收入

70%

左右是冶金业务产生的，经

过

7

、

8

年时间的转型， 冶金业务占中冶

收入的比重已经降至

23%

左右，

70%

以

上的收入都集中在非冶金产业上； 在新

签合同中， 非冶金项目合同额已经超过

80%

。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管廊、主题公

园等新兴产业收入占比已经达到

5%

，

中国中冶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 将其占

比进一步提升到

15%

左右。

深度参与服务国家战略

正如前述，中国中冶承担了全球冶金

建设市场

60%

以上的份额，是全球最大的

冶金建设承包商和运营服务商，也是国内

较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央企之一。正因

为此，海外成为中国中冶近年来着力开拓

的市场。 为打好海外市场的战役，中冶将

坚持以“到有草的地方放羊，到有鱼的地

方撒网” 为市场战略， 并且明确了四个

“主”“辅”结合的市场布局和开发指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中国

中冶“走出去”的重要市场，这些国家和

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基础

设施十分薄弱， 都有大力改善本国基础

设施建设现状的迫切需要， 这也是中冶

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重要基础。“这几

年，中国中冶非常重视海外市场，已经在

‘一带一路’ 沿线中的

36

个国家设立了

分支机构，并开展业务，海外市场下一步

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 ”张孟星说。数

据显示， 中冶海外市场保持着逐年稳步

扩大的趋势，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新签

海外合同每年都有稳定的增长，

2017

年

海外合同额达到

573

亿元 （其中，“一带

一路”沿线合同

496

亿元，占比

86.6%

），

占国内外总合同额的

9.4%

。海外市场的

持续拓展，也给中冶带来了良好的收益。

2015-2017

年，中冶海外业务收入

456.2

亿元，海外工程实现了总体盈利，

3

年盈

利约

22.7

亿元。

不久前， 中国中冶完成了台塑集团

在越南河静的千万吨级钢铁项目， 这也

是全球近年来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钢铁项

目之一。 中冶在“一带一路”沿线正在实

施的重大项目还有， 俄罗斯圣彼得堡洪

福新城开发项目、科威特大学城项目、斯

里兰卡外环高速公路项目等。 张孟星告

诉记者， 中国中冶正在将更多的资源投

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海外市场，建

立分支机构、实施属地化管理，将中冶的

技术、管理能力与当地的资源结合起来，

深耕细作，把目标市场做熟。 “这个空间

非常大，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0

年中冶

的海外业务收入要达到整体收入的

15%

以上。 ”

雄安新区是中央从去年开始推动的

一项重大工程。为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中

国中冶也在积极部署， 目前已组织系统

内多家单位在雄安新区核心区域布设机

构进行市场开发， 最大限度的保障中冶

能够迅速、高效、全面的参与到新区的规

划建设，满足新区的全方位需求。张孟星

告诉记者， 中冶管廊公司是在雄安新区

首批注册的公司之一。此外，中国中冶还

计划在雄安建设全球最先进的装配制造

加工基地。 “未来，中冶还要积极做好雄

安新区市政基础设施、水系治理、城市森

林的配套建设， 研究在雄安或周边地区

建设华北最大的苗木基地。 ”

国企改革探路先锋

2015

年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冶

母公司中冶集团正式与中国五矿开始实

施战略重组， 这是中冶历史上重要的一

笔，也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

做优做大国企，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调整，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一流企

业的重要举措。

谈到重组的过程时，张孟星表示，重

组的背景是国家要成立中国金属矿业投

资集团， 成为中国在金属资源领域的一

个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两个世界

500

强企业整合在一起，这在全球也是第

一例。 ”张孟星说。实际上，从全球战略层

面看，产业巨头的发展与转型，无一例外

的采取过大规模战略性并购； 反观国内

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大多处于国

际分工低端，产业集中度不高，国际竞争

力不强。 面对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这

一大势，如果企业自身实力不足够强大，

如果企业在行业中不处于领军地位，如

果企业的主业得不到国家的战略支持和

保护，重组整合是早晚要走的发展路径。

“中冶跟五矿的重组可以更好地实现产

业链上下游的衔接与协同。 ”张孟星向记

者说道，“按照重组时的想法，

2018

年之

前属于两家央企的重组过渡期，

2018

年

之后要逐渐融合在一起， 目前双方已经

有了内部的协同。 ”

在市场观察人士看来， 中冶与五矿

进行战略重组，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在资源开发、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贸

易物流、 金融服务等业务领域实现强强

联合，产生巨大内部协同市场，规模效应

和协同效应也开始逐步显现， 实践证明

重组对双方都是一种理性、 正确的战略

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一月，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参与了中国中冶的定向增

发， 这也是国调基金首次投向

A

股上市

公司， 彰显了资本市场对中国中冶改革

前景的看好。

2018年上半年，中国中冶四大主业的

营业收入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