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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新疆之后，神火酝酿数年的产能置换计划再次落地云南

神火产能置换激活新引擎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文图

近日，随着云南工信委发布公告称：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 45.11 万吨水电铝一体化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已完成公示程序。这标
志着神火股份酝酿数年的产能置换计划终于落户云南。
在产业人士看来，借此动作，神火股份不仅可以复制新疆神火的电解铝脱困路径，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引擎，同时借助此次腾笼换鸟，
也为河南电解铝产业脱困提供了新思路，更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贡献了新方法。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独家获悉，云南神火将于 7 月份投建。

神火集团办公楼

腾笼换鸟 神火电解铝板块落户云南
近日，云南省工信委发布公告
吨电解铝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
称，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
45.11 万吨，二期 44.89 万吨；而此次
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3〕 公布的《方案》为一期建设项目产能
41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
置换方案，本方案中退出项目产能
铝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施产
合计 51 万吨，其中 45.11 万吨用于
能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
（工信部原
本方案一期建设项目产能置换，剩
〔2018〕12 号）的有关要求，云南神
余 5.89 万吨用于该企业二期建设项
目产能置换。
火铝业有限公司 45.11 万吨水电铝
一体化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已完
实际上，电解铝产能置换国家
成公示程序，
现予公告。
相关文件最早出台于 2015 年。
这标志着神火股份酝酿数年的
2015 年 4 月，工信部下发的《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
产能置换计划终于落地。
根据此前云南省工信委发布的
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
公告显示，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知》指出，违规电解铝产能可通过电
解铝产能等量置换的方式恢复生
及其控股企业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拟退出所属位于河南省的 3
产，并明确了产能置换的范围和方
条电解铝生产线，通过企业集团内
式。
部产能转移的方式，由其控股企业
随后在 2017 年 9 月，工信部下
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文
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山州富宁县新建一条 500KA×330 企业集团内部电解铝产能跨省置换
台、年产 45.11 万吨电解铝生产线， 工作的通知》规定，企业集团（同一
并制定了“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内部企业间电解铝产
水电铝一体化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能置换由企业集团自主决策，主动
（以下简称《方案》）。文山州人民政
接受监督。
府对《方案》进行了审核，确认《方
在今年 1 月 1 日，工信部下发了
案》中拟退出项目建设手续合规，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铝企业
备真实，
产能合理。
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施产能置换
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电解铝产能
根据《方案》内容显示，云南神
火铝业有限公司拟建设年产 90 万
指标置换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同一

实际控制人企业集团内部产能转移
和产能指标交易等方式进行，并对
置换过程中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明
确。
据神火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上述文件，神火集团闲置的电
解铝产能指标有两种处置方式，一
是产能指标交易转让给国内其他电
解铝企业，直接回收现金用于弥补
亏损和处置闲置资产；二是利用这
些指标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地区
重组或新建电解铝项目，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
“公司对于选择何种处置方式
高度重视，从 2016 年初就专门派人
到国家、省主管部门和有色协会咨
询有关政策，并派出考察组到国内
知名电解铝企业考察座谈，经过反
复论证，认为今后国家将严格控制
电解铝产能规模，产能指标已属稀
缺资源，如能充分利用产能指标进
行重组或新建，比单纯转让指标一
卖了之对神火集团的发展更为有
利。”
神火集团上述负责人表示。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从
神火集团内部独家获悉，此次获批
的云南神火电解铝有限公司一期工
程将于今年 7 月份正式投建，2019
年逐步达产。

新疆之外 神火股份再添发展新引擎
随着此次产能置换方案正式获
批，也就意味着神火集团河南电解
铝板块的 90 万吨产能将全部落户
云南。事实上，在相关人士看来，此
次神火电解铝板块产能置换可谓正
当其时。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神火集团
河南电解铝板块合法合规的产能在
90 万吨，除了已经关停部分产能之
外，运行的电解铝板块长年处于亏
损状态。
而在神火电解铝板块亏损的原
因当中，高电价和高运输成本是造
成亏损首要原因。
据河南省有色金属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电解铝顾名思义就是用
电分解铝，电无疑是这一产业最为
关键的生产资料。
资料显示，目前电解铝生产成
本中电力成本占据 40%以上，电价

每提高 1 分钱，每吨电解铝的生产
成本将提高 145 元。因此，在电解
铝行业流传着“5 分钱电价差别就能
轻易抹杀一个全球先进企业的全部
优势，而一毛钱电价差足以决定企
业的生死”的说法。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河南电解
铝行业网电价格为 0.60 元左右，而
根据此前云南省发改委等部门出台
的相关规定显示：对于带指标到云
南省投资建设水电铝的企业，自企
业投产后前五年实施 0.25 元/度的
含税电价，从企业投产第 6 年起，含
税电价在 0.25 元/度的基础上每年
增加 0.012 元/千瓦时，直至增加到
0.3 元/千瓦时封顶。
“ 这意味着，仅
电价一项作用到最后的成本环节，
就可以为企业节省 2000 元~3000
元/吨的成本。”河南省有色金属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从运输成本上看，河南省
氧化铝产量较低，不能满足现有产
能需要，需从其他地区调入，采购成
本较高。同时此次神火集团选择布
局的云南省富宁县，距离氧化铝产
地 约 130 公 里 ，运 输 成 本 较 低 ，此
外，距离广东市场及东南亚、南亚市
场较近，
市场容量巨大。
事实上，此次神火电解铝板块
落户云南一个更为紧要的原因是，
根据工信部规定：
“2011 年至 2017
年关停并列入淘汰公告的电解铝产
能指标须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 产 能 置 换 ，逾 期 将 不 得 用 于 置
换。”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产能置换，这 30 万吨产
能指标将会过期作废，届时将给公
司带来巨大的损失。”神火集团相关
负责人说。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神火集团电解
铝板块不断扩展自身的触角，并且已经尝
到了“腾笼换鸟”带来的甜头。就在神火
河南电解铝板块连年亏损之际，其在新疆
布局的 80 万吨产能却每年为神火股份创
造超 8 亿元的净利润。
“此次神火集团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
布局云南，可以说在电解铝板块，为神火
集团再添新发展引擎。据我们保守估计，
一旦将来这 90 万吨产能全部达产，每一
年将为神火集团贡献超过 9 亿元的净利
润。因此，神火集团电解铝板块的产能置
换，得到了河南、云南两地政府的充分理
解和大力支持，他们不仅为此次产能置换
开启绿色通道，也积极为产能置换的落地
出谋划策，可以说此次产能置换的顺利实
施，两地政府居功至伟。”神火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一石三鸟：
扭转板块颓势
带动产业升级
盘活国有资产
事实上，此次神火集团河南电解铝
板块的产能置换，不论是机构人士还是
行业内，
均给予高度评价。
在华泰证券此前的研究报告中，对
于神火股份的产能置换计划给予厚望，
认为通过产能置换：
“公司亏损产能得以
盘活，
远期利润有望显著增厚。”
这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如果神
火集团电解铝板块依然维持现状，在神
火新疆电解铝板块每年贡献超 8 亿净利
润的背景下，神火河南电解铝板块每年
却要净亏损 3 亿~8 亿。然而，通过此次
腾笼换鸟，在电价和物流双重优势的作
用下，每年却能为神火股份带来超过 9 亿
元的净利润。一进一出间，神火股份不
仅可以一举扭转其在电解铝板块新疆补
河南的窘境，更能为神火股份带来源源
不断的稳定现金流。
对于此次神火集团电解铝板块的腾
笼换鸟，河南九鼎研究院院长张保盈则
从产业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传统的电解铝大省，由于受制
于电价高企，电解铝在河南早已不具备
产业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产
能置换的方式，不仅把亏损板块转移出
去，并且通过增厚企业利润，可以放开手
脚引入新的产业业态，最终为河南经济
的转型升级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张保盈
表示。
事实上此次神火集团河南电解铝板
块的腾笼换鸟，更是近年来神火集团处
理僵尸企业，
促进国企改革的重要体现。
今年 3 月份，神火集团董事长李炜在
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专访时曾
表示，处理僵尸企业，简单“关停”并不能
解决企业的债务和负担。
“处置僵尸企业有很多可选项，可将
其变成资本，即转移到电力和环境容量
都允许的地方，让其成为当地社会经济
新的增长点。亦可腾笼换鸟，将其设备
处置变现，在其原有厂区土地上建设新
的产业，最大限度提升资产收益率。”李
炜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此次神火集团河
南电解铝板块的产能置换，正是李炜上
述观点的集中体现。而从某种意义上
看，这也为河南当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
革当中的处置僵尸企业、盘活企业资产，
提供了可参考的现实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