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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昭华

11月 10日，郑商所同时
发布《关于修订＜郑州商品交
易所期货交割细则＞的通知》
和《关于修订＜郑州商品交易
所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
法＞的通知》。记者了解到，
郑商所理事会已审议通过相
关规则修订，并适用于郑商所
所有上市期货品种，方案将于
11月22日正式实施。

今年以来，随着期货市场
的发展，“期货+”的创新业务
模式不断出现，大大提升了期
货市场的活跃度。一位期货
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新模式
中，有些需要进行双向持仓进
行交割，但之前的交割细则无
法满足这样的操作。而此次
修订后，对于最后交易日同一
会员同一客户双向持仓，客户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不自
动平仓申请，避免了在闭市结
算时被自动对冲，给予了客户
相应的选择权利。

而对风险管理办法的修
订，则源自于实体企业的需
求。上述期货人士表示，按
照过去的风险管理，当期货品
种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时，会触
及交易所原有的固定值涨跌
停板、连续三板强制暂停交易
等制度，这里面部分制度，不

利于维持交易的连续性和市
场风险的快速释放，很难适应
当前的市场情况。

为此，郑商所在此次风险
控制管理办法的修订中，对
涨跌停板单边市交易保证金
标准和涨跌停板幅度的调整
进行优化完善。如新制度对
于涨跌停板实施了浮动涨跌
停制度。再如明确了出现反
向单边市时，次日正跌停板幅
度和保证金标准的计算方
法。此外修订版还对新挂牌
合约成交首日以前涨跌停板
幅度的计算方法进行完善，
并调整了连续三个单边市时
交易所可采取的风控措施。

“期货市场是管理风险的
市场，管理不好又会产生新的
风险。”郑商所一位人士表示，
有效防控风险是期货市场创
新发展的永恒底线，但在风险
管理的同时，也要深刻理解发
展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
根本宗旨。今年包括郑商所
在内的几家期货交易所，在期
货市场上推出了多种试点，对
实体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带动
作用。“这也是此次要对规则
和管理进行修订的原因，让规
则更为贴近现货市场和实体
企业需求，从而促进期货市场
更好发挥功能，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该人士表示。

郑商所“修订版”
交割细则及风控办法将至

11月9日，河南省工信委网
站上公布了河南凤宝特钢有限
公司产能置换信息的公告。根
据公告，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司
154万吨钢铁产能出让和154万
吨钢铁产能需求拟在全国范围
内发布置换产能指标。

公告中所谓的产能置换是
指通过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产
能，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控制行
业产能。其中，产能置换分为等
量产能置换和减量产能置换，等
量产能置换是指新（改、扩）建项
目应淘汰与该建设项目产能数
量相等的落后或过剩产能；减量
置换是指新（改、扩）建项目应淘
汰大于该建设项目产能数量的
落后或过剩产能。

“简单来讲，就是国家对钢

铁行业的产能总量设定了红线，
如果一个企业或地区要新增相
关行业的产能，就必须从别的企
业、地区购买相应的产能指标才
能生产，并且新建产能一定是等
量或者小于原有产能，以确保达
到钢铁行业去产能的目标。”省
工信委产业处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解释道。

2016年2月1日，国务院印
发《关于钢铁业化解过剩产能实
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同年4月，
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支持
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脱
困发展的配套措施；紧接着，各
地方政府逐步跟进。一直以来，
行政审批、限令淘汰等行政手段
是遏制钢铁产能过剩的常用措
施，但是这种围堵的方式也可能

造成真正有活力的企业遭到排
挤。

“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首要
任务是将产能盲目扩张的势头
压下去，要疏堵结合。”上述负责
人直言，“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
置换，就是给‘出路’的政策，既
有利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又有
利推动存量产能调整升级和布
局优化，用市场机制推动产业升
级和避免出现‘越淘汰越过
剩’。”

“考虑到环保、限产等因素，
企业可能通过产能置换迁移继
续经营，既保留了资产也避免了
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没有供大
于求的恶性竞争，企业的经营情
况才会好转。”省内一家大型钢
铁公司的相关人士称。

通过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控制行业产能

河南产能置换市场化加速
□本报记者 傅豪 文图

核心提示 | 以市场
化的方式实施产能等量或
减量置换，既有利淘汰落
后和过剩产能，又有利推
动存量产能调整升级和布
局优化，成为化解过剩产
能的有效手段。

“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是一
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所以产能置
换政策的制定也是分时间段的，
此前的国家级和河南省一级的
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将
在今年年底到期，国家层面以及
省级层面的新的实施办法正在
酝酿。”省工信委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解读道。

记者注意到，目前我省实施
的产能置换的依据，是《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办法的通
知》和《河南省部分产能严重过
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都
是在2015年制定颁发的，两个
办法明确了对钢铁、电解铝、水
泥、平板玻璃行业的产能置换实
施办法。而对于同样处在去产
能风口的煤炭行业，并没有提出

具体实施意见。
“目前已经有风声，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正在
研究推进2018-2020年的产能
置换办法，煤炭行业是否纳入实
施产能置换，也是业内关注的一
大焦点。”相关业内人士指出。

记者注意到，日前，国家发
改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
煤矿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的特急文件，要
求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快建设煤
矿产能置换增减挂钩工作，并明
确9项具体措施。《通知》首次明
确提出，建立煤炭产能置换长效
机制，据了解，《通知》最大亮点
是鼓励省（区、市）实施产能置
换。同时，鼓励实施煤炭企业跨
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实施兼
并重组，鼓励已经核准（审批）的

煤矿建设项目通过产能置换承
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等。对于
上述方式的产能置换，置换产能
指标按《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
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折算后产能的130%计算。

此外，今年6月17日，在河
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历时近
5个小时，经过300余次轮番竞
价，河北省932万吨煤炭产能置
换指标交易成功；6月20日，在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历时48分
钟，经过 67 次竞价，华能集团
411万吨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以
43.8%的溢价成交。

这两笔煤炭产能置换指标
交易引起了广泛关注。可见，通
过指标交易开展煤炭产能置换，
我国正在酝酿探索市场化法治
化煤炭去产能方案。

不仅是钢铁行业，产能置换
也发生在水泥、电解铝、平板玻
璃等过剩产能行业。近来伴随
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以及冬季
限产期的临近，行业产品水涨船
高，以前几乎一文不值的生产指
标，现在成了市场上的“香饽
饽”。

9月25日，在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历经3个多小时，539轮激
烈角逐，竞拍标的兖矿科澳铝业
有限公司14万吨电解铝产能指
标，被包括东方希望、信发集团、
魏桥集团等国内电解铝行业龙
头在内的十多家机构抢夺，最终
由内蒙古创源金属有限公司以
14.02亿元成功竞得，高出挂牌
底价11.92亿元，折合每吨生产
指标超万元。仅一个生产指标
就拍卖出每吨上万元的高价，甚
至比单位生产成本高出近一倍，
引来业界关注。

“今年国家对违法违规的电
解铝产能关停力度极严，很多违
规的产能因为没有指标就无法
生产，人力、设备就等于空转，而
8月以来铝价一度暴涨，企业又
急迫拿到指标，新指标审批难度
大，所以交易现有指标来替代，
成为新建电解铝产能最快，也是
最可靠的方式。”省内一位从事
电解铝产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卖指标的少，需要指标
的多，目前指标缺口很大，全国
来说需求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
古这些违规产能情况较多的地
区。”

记者注意到，今年8月，河南
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关于发
布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
司等5家企业20.7万吨电解铝项
目产能置换指标出让信息的公
告”。

公告显示，林州市林丰铝电

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企业20.7万
吨电解铝项目产能，在全国范围
内出让产能指标，并将电解铝项
目产能置换指标出让信息予以
公告。

其中5家企业电解铝项目产
能置换指标分别为：林丰铝电2.8
万吨，禹州天源铝业2.9万吨，渑
池天瑞5万吨，商丘丰源4万吨，
万基铝业6万吨。据悉，上述企
业已经与内蒙古通辽市一家企
业签订了转让协议。

“河南省作为全国的老牌铝
工业基地，多年来陆续有产能停
产、闲置、淘汰，因此，河南拥有
全国较多的产能指标，此次河南
省批准5家电解铝产能置换指标
出省，是严控电解铝新增产能的
重要手段，也是借助全国电解铝
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平台实现严
禁电解铝等新增产能的目标。”
省工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古筝

在已经过去的半个月内，
建业地产又将３个轻资产项
目收入囊中。

11月10日，建业地产发
布公告称，10月16日建业地
产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中原建
业与邓州海义订立房地产项
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根据
合同，该项目规划建设周期48
个月，计划建筑面积约54.3万
平方米。

此外，在10月26日中原
建业与河南鼎九签下房地产
项目开发委托管理合同，建设
周期30个月，计划建筑面积
约6.4万平方米。

10月30日，中原建业与
周口绿城签订房地产项目开
发委托管理合同，项目建设周
期30个月，计划建筑面积约
25.0万平方米。

需要说明的是，３个轻资

产项目，中原建业均将收取品
牌费及绩效提成作为回报。

事实上，近两年来建业的
轻资产运营战略与2015年6
月建业制定的“新蓝海战略”
有着直接的关系。

2015年6月，建业地产董
事局主席胡葆森在建业地产
蓝海战略发布会上宣布：“建
业未来将以轻资产为主要模
式，用三到五年，实现企业从
房地产开发商到新生活方式
服务商的整体转型。”

随后，建业地产在轻资产
的路上越走越快，根据建业地
产此前发布的公告，2017年
10月份，建业地产通过间接全
资附属公司河南中原建业城
市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了5个
轻资产项目。至此，建业地产
签订的轻资产项目已达 59
个，距年内目标70个轻资产
项目的目标只剩一步之遥。

建业地产再添
三个轻资产运营项目

市场化手段清退过剩产能

产能置换指标成了“香饽饽”

新一轮产能置换实施办法正在酝酿

一家钢厂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