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

于 

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

的通知 

（国办发[2003]103 号） 

 

   

   

  （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 3 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

机构：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

见》、《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和《关于防止水泥行业盲目投资加快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已

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钢铁、电解铝、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原材料。经

过多年的建设，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一大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正在崛起，产

品已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受市场需求的拉动，钢

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投资增速加快，产量大幅度上升。在

这过程中，一些地区和企业受利益驱动，不顾市场、资源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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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条件，违反规定大规模新建和扩建钢铁、电解铝、水泥项

目，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法生产现象。目

前，３个行业的在建项目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预期需求，必将

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市场无序竞争、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甚

至造成金融风险和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隐患。对此，各地区、

各部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依照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

采取有力措施，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促进这些行业健康发展。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尽快组织力量，对各

地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建设项目进行认真清理，并将清

理结果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底前报国务院。国务院将派出检查

组，督促检查各地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 00 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 

环保总局、银监会 二 00 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钢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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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国，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近几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

的现象。一些地方不顾市场及外部条件，以各种名义大规模新

建炼钢炼铁项目，并低价出让、未征先用土地，给企业各种不

合理的优惠政策和减免税收，还有一些地方以外商投资鼓励类

名义，违规审批炼钢、炼铁项目，造成钢铁工业出现生产能力

过剩，铁矿资源不足，布局不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

到２００３年底，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将达到２．５亿吨，目前

在建能力约０．８亿吨，预计到２００５年底将形成３．３亿

吨钢铁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２００５年市场预期需求。此

外，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拟建能力还约有０．７亿吨。钢铁工

业是资金、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吞吐量大，污染重，耗水

多。从资源、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条件看，我国

钢铁工业低水平扩张、粗放经营的状况已难以为继。对于当前

出现的盲目发展现象，如不加以引导和调控，将导致一些品种

产量严重过剩和市场过度竞争，造成社会资源极大浪费，并易

引发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为迅速遏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的势

头，促进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产业政策和规划导向  

  面对国际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形势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

境，根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则，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抓紧修

订钢铁工业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推进企业联合重组，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



源。要鼓励增加板管等高附加值短缺钢材的供给能力，限制发

展能力已经过剩、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长线材等品种，降低

资源消耗，实现清洁化生产，提高我国钢铁工业在国内外市场

的整体竞争力。加强对国内外钢铁工业发展形势的研究和分

析，建立和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发布钢铁产品、铁矿

石、焦煤等重要原燃料市场供需状况、生产能力及价格变化等

方面的信息，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  

    二、严格市场准入管理  

  为保证技术的先进性和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实现钢铁工

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严格市场准入条件。钢铁投资建设项目的

最低条件暂定为：  

  （一）烧结机使用面积达到１８０平方米及以上、焦炉炭

化室高度达到４．３Ｍ及以上，高炉容积达到１０００立方米

及以上、转炉容积达到１００吨及以上、电炉达到６０吨及以

上。  

  （二）高炉必须同步配套建设煤粉喷吹装臵、炉前粉尘捕

集装臵，大型高炉要配套建设余压发电装臵；焦炉必须同步配

套建设干熄焦、装煤、推焦除尘装臵；转炉必须同步配套建设

转炉煤气回收装臵；电炉必须配套烟尘回收装臵。  

  （三）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低于０．７吨标

煤，吨钢耗新水低于６吨，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污染物排放指

标达到环保标准要求。  

  （四）矿石、焦炭、供水、交通运输等外部条件要具备并



落实。  

  对达不到上述条件的，一律不得批准建设。对按规定程序

批准并已开工建设的项目，要按照上述条件积极进行调整。现

有生产企业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装备水平逐步达到上述条

件。  

  当前钢铁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和各地原则

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项目，确

有必要的，必须经过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准入条件充

分论证和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

项目化整为零、越权、违规审批钢铁项目，对违反规定的，依

法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生产“地条钢”的，要依法严厉打

击。要加强对外商投资方向的指导和引导。  

    三、强化环境监督和执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加强对现有钢铁生产企业执行

环保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环保总局要定期发布环保不达标钢

铁生产企业名单。对达不到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污总量指标的钢

铁生产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在限期治理期间，按照达标排放和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限产

限排，限期治理不合格的要给予停产处理。对未按法定程序向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的项

目，在建的一律停建，投产的一律停产，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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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用地管理  

  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对

钢铁企业用地管理。新建、扩建（改建）钢铁企业用地必须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用地规模必须

符合国家颁布的《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涉及占用

农用地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

限，履行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审批手续。省级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治理整

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会同发展改革委（计

委）、经贸委（经委）、监察部门，对２０００年以来新建、

扩建（改建）钢铁企业的用地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未经依法

批准擅自占地开工建设的，要停止建设，并依法收回土地，不

能收回的，要依法进行处罚；对违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违

法用地、低价出让土地的，要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

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五、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  

  人民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加强“窗口”指导；银监会

要加强监管，督促金融机构控制信贷风险；金融机构要增强风

险意识，强化信贷审核。对于符合产业政策和各项市场准入条

件的钢铁企业和建设项目，要继续给予积极支持；对于盲目投

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未按

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得贷款，已发生贷款的要采取适

当方式予以纠正。  



    六、认真做好项目的清理工作  

  各地特别是近几年钢产量增长较快的地区，要在近期内对

已建、在建、拟建钢铁项目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凡不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未经审批或违规审批的项目，以及违法生产“地

条钢”的，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用地（含各类

开发区已征用土地）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审批其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核发排污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登

记，质检部门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证监会不得核准含有此类

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申请，海关对未经审批的项

目引进设备一律不予免税，经有关部门检查认定为违规或越权

审批的项目，应通知海关对其已免税的进口设备补征相应税

款。  

   

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环保总局、工商总局 二 00 三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 

   

  电解铝工业既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行业，也是高投入、高

能耗、环保影响大、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近几年来，由于受

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的拉动，以及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一度暴

跌、电解铝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和企业受经济利益

驱动，未经规定程序批准，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电解铝项目。

javascript:SLC��51605,0


到２００２年底，全国电解铝生产能力５４６万吨，当年产量

４３５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国和氧化铝消

耗国。目前，全国仍有不少在建电解铝项目，预计２００３年

底，全国电解铝生产能力将超过７００万吨。按目前发展态

势，２００５年底电解铝产能将超过９００万吨，远远超过２

００５年全国电解铝预计消费量６００万吨水平。届时将出现

总量严重过剩和市场过度竞争，加剧铝土矿和煤炭资源的消

耗，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为迅速

遏制目前电解铝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的势头，现提出以下意

见：  

    一、加强规划引导，严格项目管理  

  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基本国情，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要求，重新修订铝工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明确我国铝工

业的发展方向和区域布局，严格行业准入制度，引导行业有序

发展。所有电解铝建设项目，一律按现行审批程序，报国家投

资主管部门批准。鼓励电解铝企业与氧化铝企业联合重组，提

高产业集中度，合理利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鼓励民营资本

和外资参与国有电解铝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支持做大做

强，提高国际竞争力。  

  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依法加强监

管。凡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电解铝、氧化铝项目，国

家投资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建

设用地和采矿许可手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审批



手续、不准核发排污许可证，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贷款，证监会

不得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申请，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颁发营业执照。外商投资项目也按此规定

办理。同时，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氧化铝进口监控。有关部门

要加强市场供求信息的发布，充分发挥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

用，正确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行为。  

    二、调整经济政策，控制新建项目  

  为逐步改变电解铝工业以环保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局

面，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将电解铝出口退税率由１

５％下调至８％，今后视情况再作进一步调整。从严掌握进口

电解铝生产设备适用的免税政策，对违规建设项目，不得出具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坚决取消地方违反价

格管理权限自行确定的优惠电价等政策。  

  根据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结合环境治理，限定在２００

４年底前淘汰尚存的自焙槽生产能力。暂定在２００５年底以

前，除淘汰自焙槽生产能力臵换项目和环保改造项目外，原则

上不再审批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  

    三、整顿开采秩序，合理利用资源  

  为保护好有限的铝土矿资源，要加强对铝土矿开采秩序的

治理整顿，依法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布局不合理和不符

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矿点。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部门必须严格

依法审批和颁发采矿许可证，从严审批铝土矿勘查许可证，严

格控制新建铝土矿矿山。今后新建氧化铝企业，必须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申请铝土矿采矿权，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

配套建设矿山，依法开采铝土矿资源。任何未按国家规定审批

和没有落实合法铝土矿来源的氧化铝建设项目，一律不得自行

开工建设。氧化铝生产企业不得收购无证开采的铝土矿，正在

进行收购的必须立即停止。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

励使用国外铝土矿资源。  

    四、加强监督检查，规范建设行为  

  环保总局要会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

定，对现有电解铝生产企业执行环保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定期发布环保不达标电解铝生产企业名单，对达不到排放标准

或超过排污总量者由地方人民政府限期治理。在限期治理期

间，按照达标排放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的要求限产限排，限期治理后仍不合格的，予以停产

或关闭处理。  

  国家投资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

势头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２‟２９号）下发后开工

的建设项目进行认真检查，凡属违规建设的，要进行严肃处

理，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对

于未按规定程序向有批准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在建的一律停建，投产的

一律停产，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电解铝项目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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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一律停止建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有关规定，对为电解铝生

产提供电力的小发电机组予以关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严格禁止违规建设１３．５万千瓦及以下火电机组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２００２‟６号）精神，今后发电设备制造单

位承接单机容量１３．５万千瓦及以下发电机组订单，必须由

订货方提供符合国家建设程序审批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

报告批准文件后方可制造，违反规定的，依法进行处理。  

   

关于防止水泥行业盲目投资加快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 

环保总局、质检总局 二 00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原材料。近年来，受固定资产

投资、第二产业、建筑业及房地产业投资高速增长的拉动，我

国水泥工业市场需求旺盛，生产能力快速扩张，结构调整加

快，效益显著提高。特别是新型干法水泥快速发展，大型 水

泥企业实力明显增强。但是，目前我国水泥工业发展中存在几

个突出问题：一是水泥总量中有７５％以上是立窖等落后工艺

生产的，少数地区又出现新建落后立窑，扩径改造及已淘汰的

小水泥“死灰复燃”等现象。二是局部地区新上项目过于集

中，生产能力增长过快，市场出现恶性竞争。三是大量立窑水

泥企业石灰石矿资源利用率只有４０％，严重浪费资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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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针对上述问题，为防止水泥工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

建设，促进水泥工业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完善产业政策  

  根据水泥工业发展新形势，尽快修订水泥工业产业政策，

进一步明确国家支持、限制和淘汰的水泥工艺、技术和产品。

支持加快发展新型干法水泥，重点支持在有资源的地方建设日

产４０００吨及以上规模新型干法熟料基地项目，鼓励地方和

企业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方式，发展新型干法水泥。各地要

根据水泥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加快淘汰现有立窑及其他

落后工艺水泥的目标和进度，并严格禁止新建和扩建机立窑、

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湿法窑水泥项目。行业协会等中介组

织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正确引导投资方向。  

    二、科学规划布局  

  各地在发展水泥工业中应遵循“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

高质量、保护环境”原则，统筹考虑本地资源、能源、市场需

求等情况，认真做好水泥工业规划和布局。各地区要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切实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严格市场准入  

  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新建、扩建水泥项目建

设用地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广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

限制立窑水泥、制止不符合标准的水泥进入重点建设工程和建

筑物结构工程，保证工程质量。质检部门要严格生产许可证管

理，对违反产业政策，违规新建立窑企业，不得发放生产许可



证，对无证生产企业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对国家产业政策明令

限制、淘汰的落后水泥建设项目，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贷款，证

监会不得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申

请。财税部门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现行的资源综合利用中有关水

泥的税收政策。  

    四、强化环境监督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新、改、扩建水泥生产项目要严

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现有水泥生产企

业要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没有排污许可证的一律

不准排污。逐步安装在线监控装臵，提高监控能力。对超过国

家或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的水泥生产企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按照管理权限对超标企业

实行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要实行限产达标排放，限期治理

到期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停产整治，直至关闭或取缔。

要抓紧修订《水泥工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改变现行水泥

生产污染物排放按建厂时间划分的不合理做法，统一水泥企业

的污染排放标准。  

    五、加强资源管理  

  加强石灰石矿产资源管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确

保石灰石及配料采矿权布局合理，合理开发利用石灰石资源。

制定和完善在石灰石矿山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土地复垦和生态

恢复，以及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清洁生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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